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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序1〉

台文作家ê志氣

－－序《台灣作家ài用台灣語文創作》

廖瑞銘

台文筆會理事長

中山醫學大學台灣語文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全世界殖民者ê通例是，beh殖民1個所在，頭1項空課ài改換被殖

民者 ê語言kap消滅in-ê歷史文化，所以，當殖民體制結束，殖民者

離開統治地位以後，有志氣 ê被殖民者為beh回復家己族群文化 ê主

體性kap尊嚴，頭1項空課當然mā是設法恢復家己 ê母語，重新建立

家己 ê歷史文化傳統。這就是20世紀80年代以後leh講 ê「後殖民」

文化思考kap行動。

台灣人 ê歷史khah特別，受外來政權相連續多重殖民統治，原

住民 ê語言文化hông改了閣再改，改kah袂記--得家己 ê原底族是toh

一族--ê，ài等到國際知名ê血型專家林瑪利用血型、DNA研究，才證

實85% ê台灣人（Hō-ló人kap客家人）帶有台灣原住民 ê血緣。尤其

戰後，國民黨政府流亡到台灣了後，變本加厲用中國文化khàm掉

台灣各族群 ê語言文化，kā所有 ê台灣人lóng「漢化」，連原住民甚

至 lóng改漢名，大部份ê人自án-ne會去認同虛幻 ê中國文化，所以，

即使表面上有經過所謂ê政權輪替，結束國民黨政府ê殖民體制，

lán大部份 ê人mā毋知thang去進行「後殖民」 ê文化改造，甚至帶著

「斯德哥爾摩症」，自動投靠、認同中國文化，反倒轉來排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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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咱有覺醒beh脫離中國文化魔掌 ê人，chit遍「蔣黃新聞事件」就

是長期以來，這款反常現象 ê具體化。

蔣為文tī演講會場用siōng文明 ê方式，gia̍h海報簡單寫出「台灣

作家無用台語文創作，可恥」，來抗議黃春明規場對台語文學kap

台語文工作者 ê侮辱，這是tú á好nā-tiāⁿ，無想著soah換來黃春明koh-

khah暴力 ê對待kap統派媒體（報紙、電視、網路）一連串全面性 ê

攻擊，形成一波 ê台語文學論戰。用khah「阿Q」 ê想法，chit波ê論

戰tú好kā台灣文學界表明長期以來台語文學運動者 ê理念。

「台文筆會」是有志氣beh展現台灣人文學主體性 ê台文作家

聚集 ê文學團體，蔣為文是阮筆會 ê有志，阮tō kā chit段期間 ê文字

資料收集成冊，提供hō ͘所有關心台灣文學發展 ê人進一步思考、檢

討 ê參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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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序2〉

【台文版】

中國人ài用日本話文創作中國文學？

－－我為啥物beh抗議黃春明

蔣為文

這段時間袂少人問我為啥物beh抗議黃春明。我想，我用下面

這个例來說明，讀者就會使真清楚：假使黃春明活tī日本人扶持之

下 ê滿洲國(1932年~1945年，目前中國遼寧、吉林kap黑龍江三省)。

有一工黃春明tī公開演講 ê場合phì-siùⁿ 魯迅hit寡堅持用中國話文創

作ê作家；伊koh主張講中國人ài用日本話文創作中國文學。若準是

按呢，各位，中國人會kā抗議bē？

今年5月24號hit工，黃春明假借文化包容ê外表，ài台灣人放棄

家己 ê文化認同去接受殖民者 ê語言kap文化價值觀，我相信正港 ê

台灣人lóng會對伊這款做法不滿。Hit工抗議soah，真濟中國派 ê媒體

扭曲事實、對我抹烏kap攻擊。這實在是我chiâⁿ做台灣人 ê光榮！因

為我chha̍k tio̍h in ê要害！只要台灣精神無死，我相信台灣文學終其

路尾iáu是會kiâⁿ ǹg台灣語文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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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

中國人須用日本話文創作中國文學？

－－我為什麼要抗議黃春明

蔣為文

這段時間不少人問我為什麼要抗議黃春明。我用底下這個例

子來說明，或許讀者就會更清楚了解：假設黃春明活在日本人扶

持之下的滿洲國(1932年~1945年，目前中國遼寧、吉林和黑龍江三

省)。有一天黃春明在公開演講的場合發言鄙視魯迅等那些堅持用

中國話文創作的作家；黃又主張說中國人須用日本話文創作中國文

學。試問，中國人會不會起來抗議他？

今年5月24日那天，黃春明透過文化包容的假象包裝，要台灣

人放棄自己的文化認同去接受殖民者的語言與文化價值觀，我相信

正港的台灣人都會對他這種做法感到憤怒。那天抗議之後，許多中

國派的媒體扭曲事實、對我展開抹黑與攻擊。這實在是我身為台灣

人的光榮！因為我已踩到他們的痛處！只要台灣精神不死，我相信

台灣文學最終還是會往台灣語文的方向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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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我是台灣人，不是閩南人！

抗議教育部不把台灣人當人看

「反對閩南語歧視稱呼」正名聯盟

中國自古以來均將周遭民族視為野蠻的東夷、南蠻、西戎、

北狄。對於教育部一再以「閩南人」、「閩南語」來歧視台灣人，

我們在此表達強烈的抗議！

教育部前年公布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語文學習領

域執意採用閩南語一詞來歧視台灣人。之後，國立編譯館亦配合教

育部，恐嚇出版社必須於教科書上採用閩南語一詞，否則審查時不

予通過。譬如，金安及翰林出版社所出版的教材原本均稱為台語課

本，最近卻礙於教育部的霸凌行為，不得不改為閩南語。此外，最

近教育部辦理的閩南語認證考試，連台灣二字都不用，直接稱閩南

語。這些行為均顯示教育部的粗暴心態！

根據《說文解字》的解釋，閩南語的「閩」字是蛇種、野蠻

民族的意思，具有對中國福建地區先住民及其後代歧視的意味。使

用「閩南人」及「閩南語」來稱呼台灣人及其族語，就如同用「番

人」、「番語」、「雜種」來歧視台灣原住民及其族語一樣，均已

違反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及國際筆會《世界語言權宣言》的種

族平等精神。

「台語」一詞在台灣已經使用一百年以上，連戰的阿公連橫

出版《台灣語典》時也都用這個稱呼。從來沒人否定台語、客語與

原住民族語均為台灣的本土語言。卻有人誤以為採用台語一詞就會

否定客語與原住民族語的本土地位。其實，中國閩南地區也有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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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署社團：

台中巿大墩台語推展學會

台文BONG報雜誌社

台文通訊台灣總聯絡處

台文筆會

台文戰線雜誌社

台南市台語羅馬字研究協會

台南市台灣語文學會

台南市菅芒花台語文學會

台越文化協會

台灣母語教育學會

台灣南社

台灣客社

台灣海翁台語文教育協會

台灣國委員會

台灣說唱藝術工作室

人。所謂的閩南語也不只分布在閩南，廣東東部及東南亞各地也都

有。台灣的台語與中國的閩南語已經不完全一樣了，使用台語稱呼

才能凸顯台灣的特色，同時也才是尊重台灣人的文明行為！

我們再次呼籲馬政府團隊須立即停止歧視台灣人，尊重台灣

人使用台語稱呼的權利。「反對閩南語歧視稱呼」正名聯盟在此要

求：

第一：教育部須為閩南語歧視稱呼公開道歉並將九年一貫課

程閩南語課改為台語課，將閩南語認證改為台語認證。

第二：國立編譯館須停止利用審查名義從事歧視霸凌，且須

公開國小台語教材審查委員名單以接受社會公評。

「反對閩南語歧視稱呼」正名聯盟 2011.5.23

彰化台文通訊讀者聯誼會

波士頓台語進步社

高雄台語羅馬字研習會

台灣羅馬字協會

南星會

屏東縣屏東平原鄉土文化協會

紅樹林台語文推展協會

財團法人李江却台語文教基金會

高雄台語羅馬字研習會

教育台灣化聯盟

淇藝恩典影音工作室

掌門詩學社

彰化台文通訊讀者聯誼會

彰化縣台灣語文研究推廣協會

聰美姊紀念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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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聲明】

強烈爭取台語文學、客語文學、

原住民語文學的母語文學地位與教育資源

台灣南社 台灣北社 台灣中社 台灣東社(台東) 

台灣客社 公投護台灣聯盟 教育台灣化聯盟

一、強烈爭取台語文學、客語文學、原住民語文學的母語文學

地位與教育資源。

二、點名黃春明、陳芳明願意站上辯論擂台。

台灣南社副秘書長、成大副教授蔣為文，向黃春明嗆聲「用

殖民地語言寫作是可恥的」。發生衝突後遭黃春明飊五字經並比中

指。隨後蔣為文並遭受一連串的圍剿。南社、北社、東社等本土社

團對此一衝突表達以下兩大立場：第一、強烈爭取台語文學、客

語文學、原住民語文學的母語文學地位與教育資源。二、點名黃春

明、陳芳明在台北或高雄參加辯論擂台。

南社、中社、客社、公投護台灣聯盟等本土社團以為：以台

語、台文書寫的文學作品應當逐漸成為台灣文學的主流之一。以華

語文寫作的台灣文學作品必須逐漸轉型回歸台灣的語、文原鄉，否

則只有像當年「雲州大儒俠史艷文」被迫用華語發音，最後會像

「我是哈嘜二齒！」一樣，因為母語啞口而自我了斷。

有中國媒體指稱「台文唯我獨尊　難道不算文化霸凌！」三

歲囝仔何能對中國語文成人做任何霸凌？多年前真理大學首創的

「台灣語文學系」已經關門收攤；另一所大學的台語系醞釀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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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不久之後即會辦理喪事。其中關鍵在台語、台文系畢業生迄今

無法以正規教師資格考小學台語、客語、原住民語教師，中國文學

系壟斷全部資源。台語、台文系學生在中國文學系的全面封殺之

下，無死嘛半條命！

不止如此，目前「台灣學」研究所多數只有「四員一工」

的員額。有些中文系所，擺開的場面就是三十幾位教授、助理教

授，公部門資源佔盡，還敢說出「台文唯我獨尊　難道不算文化霸

凌！」「白白布染甲烏」，莫過於此！

六十年來，台灣文學作品「用中國殖民地語言書寫」，乃是

中國意識形態欺凌台灣意識形態成型的結果，蔣為文副教授挺身發

言乃是以一抗百、以一抗千的勇敢行為，台灣的文化人如果有思想

上的自覺，應該循此線路，展開文學、文化的反抗運動，才能逐漸

浮雕台灣文化的原型。

國民黨長期中國文學的洗腦，使包括民進黨黨中央在內的許

多政治人物，至今未能賦予台灣本體教育應有的關心。但是對於本

土的學術覺醒仍陷於懵懂狀態的陳芳明和黃春明，南社點名他們不

要站在中國媒體的幕後，勇敢踏上擂台，就台語文學的定位，展開

具有文學人性與台灣田園風情的辯論。

（發表日期2011.5.26）



台灣作家ài/oi用台灣語文創作     ��

【記者會通知】

524台文事件 黃春明爆粗口

錄音檔 還原真相

記者會通知 歡迎出席!

主辦：台文筆會及所有連署聲援之本土社團

時間：2011年5月30日(一) 早上10:30AM-11:30
地點：首都詩報編輯部/府城舊書店(台南市東門路一段342號

 TEL:06-2763093)
主旨：公布黃春明爆粗口、侮辱台灣母語作家及教育工作者之

聲音檔及內容逐字稿

發稿日期：2011.5.29
說明：

1. 至今作家黃春明仍不承認演講當天用「不倫不類」及北京話

五字經等侮辱台文界。我們將於記者會上公布當天錄音檔及

逐字稿，以還原真相。

2. 對於黃春明這種放棄台灣母語(原住民族語、客語及台語)、

挾中國勢力向台文界進行文化霸凌的心態與行為，台文筆會

及所有連署社團在此予以嚴正譴責並要求黃春明公開道歉否

則不排除向法院提告！

台文筆會

聯絡人：秘書長 柯柏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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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聲援社團(照筆劃順序)：

六堆原鄉讀書學會

台文罔報雜誌社

台文通訊社

台文筆會

台文戰線雜誌社

台南市台語羅馬字研究協會

台南市台灣語文學會

台南市議會李文正議員

台南東門巴克禮紀念長老教會

台越文化協會

台灣文學藝術獨立聯盟

台灣文薈

台灣北社

台灣母語教育學會

台灣母語聯盟

台灣東社

台灣南社

台灣客社

台灣客家後生社

台灣海翁台語文教育協會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台灣族群母語推行委員會

台灣羅馬字協會

李江却台語文教基金會

紅樹林台語文推展協會

美國波士頓台語進步社

首都詩報社

高雄台語羅馬字研習會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校友

　後援會

教育台灣化聯盟

菅芒花台語文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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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恥的台灣作家－－聲援蔣為文教授

台文筆會 
首先要敬佩蔣為文教授的道德勇氣與對台灣作家尊嚴的堅

持，當然也要大聲譴責黃春明者流對台語文學的粗暴舉止。

5月24日的一場演講掀起的新聞事件，表面上看來，單純是一

個資深台灣作家及一個年輕台文教授的衝突，然而從其後延伸的討

論與爭議看來，卻是非常嚴肅的台灣文學議題。

事情的起因是黃春明在演講中，對於台語文學做了全面性的

批判與侮辱，引起在台下聽眾之一的蔣為文教授不滿，舉字牌抗

議，演講者居然暴粗口講五字經、摔麥克風、脫上衣衝下講台要打

人，這個現場畫面已經表現演講者的粗暴，自有社會公評。最不能

忍受者，是事後引起台灣文學界對蔣為文教授的攻擊漫罵與對台語

文學的惡毒批判。長期在台灣的文學主流外做邊緣戰鬥的台語文學

工作者不能再沉默，必須藉此向台灣社會說明清楚。

被殖民過的人民不能用自己的語文創作，本來就是一種悲哀

和恥辱。所以，在後殖民時代，第三世界那些被殖民過的人民才會

努力搶救自己的母語，用母語恢復族群的記憶與歷史，創作自己的

文學，進而建立自己的文化主體性與自信。蔣為文在面對黃春明對

於台語文學所做的批判與侮辱，舉紙牌「Tâi-oân chok-ka ài iōng Tâi-
oân-gí chhòng-chok!」（台灣作家要用台灣語創作）、「台灣作家不

用台灣語文，卻用中國語創作，可恥！」，而且以「用殖民者的語

言華語創作才須商榷！」回應黃春明「台語文學書寫與教育的商

榷」，整場對台語文學的謾罵，這只是做為有志氣的台灣作家最起

碼的一種自省。

台灣文學包括所有在這塊土地生活的族群，用自己的語言創

作出來的文學，台語文學只是其中的一支。自古以來，台灣各族群

用各種語言來創作文學，包括各原住民族與不同時代來台灣的移

民，都留下許多珍貴的口傳文學作品。其後，因為特殊的歷史關

係，外來移民因為宗教、政治的緣故，帶進不同的書寫系統，依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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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順序有最早荷蘭人帶進來的「新港文書」、漢人帶進來的漢字書

寫系統、基督教傳教士帶進來的羅馬字書寫系統、日本人帶進來的

日文書寫系統。其中，漢字與日文書寫系統進一步透過教育體制推

行，變成台灣文學主要的書寫方式，連原住民語與台語、客語的口

傳文學也都以這兩種語文記錄下來，而這兩種書寫正好是台灣被多

重殖民的印記。

自從1980年代中期起，台灣社會掀起母語復振運動，台語文

學者開始覺醒，一方面搶救母語，一方面鼓勵用母語創作，實踐所

謂「口說台語、手寫台文」的理念，這樣具有世界性的文化行動，

一直是在民間、體制外進行，不但得不到主流知識界、官方體制的

支持，還必須長期遭受冷嘲熱罵、排擠壓迫，我們未嘗有一絲文化

霸權的想法與反擊的能力。所以，任何福佬沙文主義、文化霸權的

指控，對我們都是不可承受之輕。

文學作家選擇哪種語文做他的創作語言，是個人的權利，理

當受到尊重。不會寫台語，看不懂台語作品，像戰前用日文創作的

前輩作家，以及戰後被迫要用華語創作的台灣作家，那是長期殖民

語言政策壓迫的結果，我們一向都尊重；但是，像黃春明不但無

視於我們的努力，卻繼續公開用一貫的無知對台語文學做無情的謾

罵，任誰也無法忍受，舉紙牌抗議，只是文明的台灣人維持尊嚴最

起碼的表示。相對於連日來透過媒體與網路對蔣為文舖天蓋地的圍

勦，甚至其任教的大學，都要在官網首頁刊登台文系老師的連署聲

明劃清界線，這樣的霸凌，真讓人感慨台灣文學界斯文掃地。

我們要求台灣社會對黃春明的粗暴行為及華語五字經粗口提

出譴責。

我們也要呼籲台灣的文學作家，應該更積極正視後殖民時代

的語文戰鬥，擺脫殖民文化的綁架，認真用咱的母語創作，實現

1930年代黃石輝的理想──「用台灣話做文、做詩、做小說、做歌

曲、寫台灣的事務」。

（發表日期201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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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版】

針對教育部使用「閩南語」指稱「台語」的聲明

－－呼籲請尊重「台語」不是「閩南語」的事實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灣族群母語推行委員會

最近得知在國小教台語的教師拿到出版社送的教材樣書，原

本使用「台語」名稱的教材，因國立編譯館一紙公文施壓給出版社

而被迫全部改稱「閩南語」。針對這情況，本會基於《台灣基督長

老教會信仰告白》實踐「釘根於本地，認同所有的住民」及《2010
年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灣國是會議宣言》所言之時代使命之一：

「實踐台灣主體及國家認同的宣導及教育」，鄭重呼籲教育部切勿

違逆民意、一意孤行。身為負責教育政策的中央部會，應該尊重及

保障台灣各族群之多元文化及挽救日漸勢微的在地族群母語。因此

我們聲明：

一、「台語」一詞已使用超過一百年：日本時代至今，已經

是約定俗成的稱呼。

二、「台語」是代表台灣國家的「一種」語言：台灣有超

過百分之七十的人口使用「台語」，依一般國家的慣

例，自然以此族群語言代表台灣的語言。稱此語為「台

語」，並不影響客家語及原住民語同為台灣語言的意

涵。

三、「台語」不是「閩南語」：現今的「台語」雖有源自中

國閩南語的成分，但由於歷史因素而融合平埔語、荷蘭

語、西班牙語、日本語等等成分，早已自成一格，與所

謂的「閩南語」已不同；更何況「閩南語」其實並非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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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一種語言，甚至「閩南」也有客家語，「閩南語」根

本不是精確的指稱。

教育部在去年舉辦的「台灣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到今年

卻更名為「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理由說是配合國民中小學九年

一貫課程綱要所使用「閩南語」的稱呼而調整，問題是「閩南語」

根本是不符事實的指稱。

本會一向致力於台灣各族群母語的推行，搶救瀕臨滅亡的語

言文化，在此呼籲教育部應站在台灣主體性的立場，正視「台語」

不是「閩南語」的事實，尊重台灣大多數人民使用「台語」名詞的

權利，別再繼續使用「閩南語」指稱「台語」。                                

   
2011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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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文版】
針對教育部用「閩南語」指稱「台語」ê 聲明

－－呼籲請尊重「台語」  ̃是「閩南語」ê 事實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灣族群母語推行委員會

咱知影最近tī國小教台語ê教師提著出版社送ê教材樣冊，原本

用「台語」名稱 ê教材，因為國立編譯館一張公文kā出版社施壓，

soah被迫全部改名做「閩南語」。針對這項代誌，本會徛tī《台灣

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實踐「釘根 tī本地，認同所有住民」kap

《2010年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灣國是會議宣言》所講ê時代使命之

一：「實踐台灣主體kap國家認同 ê宣導kap教育」，慎重呼籲教育

部˜-thang違背民意、執死訣。成做負責教育政策 ê中央部會，應該

尊重kap保障台灣各族群 ê多元文化kap挽救ta̍uh-ta̍uh衰微 ê在地族群

母語。阮聲明：

一、「台語」這個詞使用超過一百冬--ah：日本時代到這陣，

已經是約定俗成 ê稱呼。

二、「台語」是代表台灣國家 ê「一種」語言：台灣有超過百

分之七十 ê人口使用「台語」，照一般國家 ê慣例，自然

以這個族群語言代表台灣 ê語言。Kā這款語言號做「台

語」，並無影響客家語kap原住民語仝款是台灣語言 ê意

涵。

三、「台語」m̄是「閩南語」：現此時 ê「台語」雖罔有對中

國閩南語來ê成分，˜-kú因為歷史因素有吸收平埔語、荷

蘭語、西班牙語、日本語等等成分，早就hām所謂 ê「閩

南語」無仝款；閣再講，「閩南語」其實並˜是單單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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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語言，甚至「閩南」嘛有客家語，「閩南語」根本

˜是精確 ê指稱。

教育部tī舊年舉辦 ê「台灣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到今年soah

改名做「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理由講是配合「國民中小學九

年一貫課程綱要」所使用「閩南語」 ê稱呼來調整，問題是「閩南

語」根本是無合事實ê指稱。

本會一向推行台灣各族群母語真拚勢，搶救強欲滅亡ê語言文

化，tī chia呼籲教育部應該徛tī台灣主體性 ê立場，認清「台語」˜

是「閩南語」 ê事實，尊重台灣大多數人民使用「台語」名詞 ê權

利，mài閣再繼續使用「閩南語」指稱「台語」。

                               
2011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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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顧守、促進台灣母語的語言權

－－對524台文館事件的主張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灣族群母語推行委員會

1996年6月6日於西班牙巴塞隆納，經來自九十個不同國家、

數百個非政府組織及國際筆會中心的二百二十位代表共同認可的聯

合國〈世界語言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Linguistic Rights)
聲明：每一語言社群都有在公開場合使用自己語言的權利，並有維

持及發展自己文化的權利和所有(1966年12月16日簽署之)〈公民權

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兩公約」)當中所承認之各項有關語言的權利。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一百四十六年來在台灣基於「釘根本土」

的信仰告白，將聖經翻譯為台灣各族群語言，每週在台灣各地以包

含原住民十幾族語、客家語及台語舉行禮拜，台灣族群母語推行委

員會並經常舉辦各族群語文活動，正是實踐信仰及普世價值——語

言人權——的具體行動。

5月24日發生在台文館的事件，讓我們驚覺台灣各族群母語的

語言權是如何地被藐視與輕忽！「台語只要在家庭、生活中學習就

好，在學校教，只會增加學生負擔」，「台語只是一種『方言』，

不需要書寫，沒有價值」，「鄭良偉教授提倡台語用漢羅寫……洪

惟仁教授把我的小說翻成台語漢羅的作品...簡直是不倫不類」……

這些論調由頗負盛名的作家口中說出，對台灣人費盡苦心極力爭

取來的、起步不久仍體質虛弱的國小台灣母語教育，是落井下石；

對被邊緣化的二十幾個各大學台灣語文、台灣文學系所，是雪上加

霜；而對一向不餘遺力投入台語文教育及文化傳承工作的台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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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則是莫大的侮辱。

我們基於信仰而呼應台灣南社等台灣派社團的聯合聲明，受

日本政府與國民黨政府約一百年統治的不當「國語政策」壓迫而瀕

臨滅亡的台灣族群母語——原住民語、客語及台語，應該享有與華

語平等的教育資源，讓台灣各族群母語有正常的聽、說、讀、寫學

習管道，並且應該盡速通過符合〈世界語言權宣言〉精神的「語文

平等法」，設立中央級的「台灣族群語文事務委員會」，統合執行

台灣族群母語的傳播及傳承工作。長老教會1885年創立的《台灣府

城教會報》使用台語羅馬字(白話字)書寫，發行到1969年才被迫改

用華文出版，其中刊載許多台語小說、散文、劇本，近年來文建會

數位典藏計劃也收錄建置於網站，台灣族群母語的文學絕非如作家

所說之「沒必要、沒價值」。

馬政府在2 0 0 9年批准了「兩公約」，訂了「兩公約施行

法」，但國內法化的進度嚴重落後；524事件其實反映了體制暴力

餘毒、(華語)強勢文化假包容之名霸淩(台灣族群母語)弱勢文化的

問題癥結。我們堅持顧守、促進台灣母語的語言權，在〈世界語言

權宣言〉通過滿十五年之前，呼籲馬政府應該正視台灣族群母語的

語言權，落實普世價值，站在台灣主體性的立場，改革體制問題，

才能真正讓原住民語、客語及台語之語言文化繼續發光發熱，豐富

台灣文化面貌。

（發表於還原真相記者會，2011/5/30）



台灣作家ài/oi用台灣語文創作     ��

台灣母語應當kap華語享受仝款ê教育資源

台灣母語文學是阮光榮ê印記

－－對524國立台灣文學館事件ê聲明

李江却台語文教基金會

台文BONG報雜誌社

2008年，國立台灣文學館(以下簡稱「台文館」)策畫主辦台

灣有史以來第一擺「愛、疼、惜：台語文學展」，了後k ā展覽

資料集做《愛、疼、 惜：2008台語文學展》彩色專冊出版( ISBN 

978-986-01-5442-9)，專冊lóng總介紹29份台語文刊物(出刊年自1885

到2005年)kap 56位台語文作家(出生年自1887到1980 年)；後--來tsit

个展覽t ī 2010年4--月起改名做「台灣本土母語文學常設展」繼續

展出。仝款是2008年，教育部頭一擺舉辦「用咱的母語寫咱的文

學/用恩兜个母語寫恩兜个文學」母語文學創作獎，得獎文類包

含客家語k a p台語 ê詩、散文、小說戲劇，組別包含大專學生、

教師kap社會組，計共195篇，集做將近700頁ê創作獎作品集(ISBN 

978-986-01-7692-6)。

台灣母語(原住民語/客家語/台語)雖bóng經過日本政府kap國民

黨政府約略一百年「國語政策」 ê蹧躂kap凌治，致到taⁿ kiōng-beh無

氣絲仔 ê慘境，m̄ -koh tuì以上所講台文館kap教育部ê作為thang知：

台灣母語並無因為án-ne來喪失性命力kap鬥志，有濟濟民間志士(研

究、教學者kap寫作者)kap團體(NGO)久年來直直拍拚，iáu tī血汗中

拚勢寫出一篇一篇 ê文學作品。若無一定質量 ê作品，台文館按怎



��     蔣為文抗議黃春明的真相

舉辦「台語文學展」？若無相當人數投入台灣母語文學創作，教育

部又koh beh按怎辦理「台灣母語文學創作獎」？

Tsiâⁿ遺憾，竟然tī台文館講場uì出名 ê「鄉土文學作家」喙內講

出『台語是中國的「方言」』、『只要在生活中學習，不需要在學

校教』、『台語只要會聽、會說就好…書寫會增加學習負擔』… 

tsiah-nī無合現實koh違反聯合國「世界語言權宣言」精神ê言論，甚

至iáu指名道姓phì-siùⁿ台語文學者kā伊 ê作品翻譯做「台語漢羅」是

『不倫不類』！Tse已經m̄ 是個人衝突 ê問題，tsiah-nī有名ê作家suah

講出tsiah-nī錯誤koh藐視台灣母語 ê講法，是對現場聽眾tsiok負面 ê

示範。作家hàm-kó͘ ê言論ná像kā主辦單位台文館kap教育部大力搧一

个喙phué。

李江却台語文教基金會kap台文BONG報雜誌社十外年來全力

投入tī台語文學 ê傳播、台語文教育 ê推動，宗旨就是：「恢復台灣

母語 ê性命」，到taⁿ lóng總發行204期 《台文通訊》kap 176期《台文

BONG報》，包含客家語kap台語作品，逐期印2000份至10000份；

koh tuì 1998年起辦過9屆台語文學創作kap台語文學研究獎勵活動(阿

却賞)，kan-ta tsit兩份月刊作品字數就量其約有380萬字，tse iáu未包

含阿却賞tio̍h獎作品集--ê。

Tī台灣母語iáu未kap華語仝款落實tī正常教育體制，hō學͘生系統

的（tik）學習聽、講、讀、寫進前，tī各族語文iáu未回復應該有 ê

活力以前，阮堅持beh戰--落-去，無論hō人͘按怎看輕kap phì-siùⁿ，台

灣母語文學是阮光榮 ê印記。



台灣作家ài/oi用台灣語文創作     ��

【中文版】

台灣母語應和華語享有同等教育資源

台灣母語文學是阮光榮的印記

－－對524國立台灣文學館事件的聲明

李江却台語文教基金會

台文罔報雜誌社

 

2008年，國立台灣文學館(以下簡稱「台文館」)策畫主辦台

灣有史以來第一次「愛‧疼‧惜：台語文學展」，之後將展覽

資料集為《愛‧疼‧惜：2008台語文學展》彩色專書出版(ISBN 

978-986-01-5442-9)，書中共介紹了29份台語文刊物(出刊年自1885
至2005年)及56位台語文作家(出生年自1887至1980年)；後來此

展覽於2010年4月起更名為「台灣本土母語文學常設展」繼續展

出。同樣是2 0 0 8年，教育部首次舉辦「用咱的母語寫咱的文學

/用恩兜个母語寫恩兜个文學」母語文學創作獎，其得獎文類包

含客家語及台語之詩、散文、小說戲劇，參加組別含大專院校學

生、教師和社會組，計195篇集為近700頁的創作獎作品集(ISBN 

978-986-01-7692-6)。

台灣母語(原住民語/客家語/台語)雖然歷經日本政府與國民黨

政府約一百年「國語政策」的蹧躂與凌虐，而導致至今殘喘苟延的

慘狀，但是由上述台文館與教育部的作為可知：台灣母語並未因而

喪失生命力與鬥志，由於民間志士(研究、教學者和寫作者)與團體

(NGO)長年的努力，仍在血汗中奮力寫出篇篇文學作品。如果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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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質量的作品，台文館如何舉辦「台語文學展」？如果沒有相當

人數投入台灣母語文學創作，教育部又如何辦理「台灣母語文學創

作獎」？

很遺憾，竟然在台文館講場由名聲響亮的(被封為)「鄉土文學

作家」口中，說出「台語是中國的『方言』」、「只要在生活中學

習，不需要在學校教」、「台語只要會聽會說就好，不需要書寫」

……如此無視現實又違反聯合國「世界語言權宣言」精神的言論，

甚至還指名道姓批評台語文學者將他作品翻譯為「台語漢羅」不倫

不類！這已不是個人衝突的問題，如此有名的作家卻說出如此錯誤

又帶歧視意味的講法，是對現場聽眾極負面的示範。作家荒誕的言

論無異打了主辦單位台文館與教育部一個大巴掌。

李江却台語文教基金會與台文罔報雜誌社十多年來致力於台

語文學的傳播、台語文教育的推動，宗旨就是：「恢復台灣母語的

生命」，至今共發行了204期《台文通訊》及176期《台文罔報》

含客語及台語作品，每期至少2000份；並自1998年起辦了9屆台語

文學創作及台語文學研究獎勵活動(阿卻賞)，光兩份月刊作品字數

就約有380萬字，這尚未包含阿卻賞得獎作品集者。在台灣母語未

和華語同樣落實於正常教育體制讓學生有系統地學習聽/說/讀/寫之

前、在各族語文未恢復應有的活力之前，我們堅持要奮戰下去，無

論受到何等的輕忽與篾視，台灣母語文學是阮光榮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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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會通知及聯合聲明  新聞稿】

還我台灣語文教育權!

主　　辦：台文筆會及所有連署聲援之本土社團

時　　間：2011年6月13日(一) 早上10:00AM-11:00
地　　點：教育部本部門口(台北市中山南路5號)
主　　旨：要求教育部還我台灣語文教育權

進行方式：記者會及向教育部吳清基部長遞交抗議書

發稿日期：2011.6.8
聯合聲明：

國際筆會及非政府組織首先於1996年公布世界語言權宣言。

之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自2000年起將每年2月21日訂為「世界母

語日」，且於2001年公布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以提醒各國政府保

護與發展弱勢語言文化的重要性。保護本土語言已成為國際潮流，

然而，台灣卻仍停留在獨尊華語的教育政策而不知改善！

圖表一為目前小學到大學每週華語、英語及台灣母語的課程

節數比較。華語從小學到大學均為必修，且每週總時數達17~24節

課。相形之下，台灣語文卻僅有國小每週一節，且不列入升學的正

式科目。兩者相差達二十倍之多，實在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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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一：小學到大學每週課程節數比較

 華語** 英語 台灣母語*
國小 5~6 1~2 1
國中 4~5 3~4 0
高中 4~7 4 0
大學 4~6 4~6 0
合計 17~24 12~16 1

  *台灣母語含原住民族各族語、客語及台語

**華語時數尚未包含以華語為教學語言的專業課，譬如數學

等

我們在此向教育部表達嚴正抗議！也鄭重呼籲教育部還我台

灣人民使用台灣語文的教育權!我們具體主張如下：

第一，國小的台灣語文教育從現有一節提升為每週三節。

第二，比照中文及英文，將台灣語文列入國中、高中及大學的

必修課程。

第三，大學及高中入學考試國文科改為本國語文，讓考生從原

住民族語、客語、台語及華語四類語文自選一類應試。

第四，須有長期母語復育計畫，常態培訓台灣語文師資及建立

台灣語文認證制度。

第五，國語推行委員會為目前教育部內僅存的國家語言推行單

位。我們主張將國語會升級改名為「台灣族語推行委員

會」，反對教育部擬將國語會降級縮編為四級單位。

還我台灣語文教育權 聯盟
召集人：蔣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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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署社團(照筆劃順序)：(2011.6.9 5:30PM updated)
六堆原鄉讀書學會

台中市惠來遺址保護協會

台文罔報雜誌社

台文通訊社

台文筆會

台文戰線雜誌社

台南市台語羅馬字研究協會

台南市台灣語文學會

台南市議會李文正議員

台越文化協會

台灣中社

台灣文學藝術獨立聯盟

台灣文薈

台灣北社

台灣母語教育學會

台灣母語聯盟

台灣東社

台灣南社

台灣客(頭)家後生社

台灣客社

台灣海翁台語文教育協會

台灣唸歌團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灣族群母語

　推行委員會

台灣教師聯盟

台灣教授協會

台灣說唱藝術工作室

台灣羅馬字協會

李江却台語文教基金會

紅樹林台語文推展協會

美國波士頓台語進步社

美國洛杉磯台語文促進會

首都詩報社

高雄台語羅馬字研習會

教育台灣化聯盟

菅芒花台語文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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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台文系吳玫瑛澄清

十人連署書係個人意見

524台文事件後，成大台文系有十名老師發表連署意見。對於

外界誤以為該連署書代表台文系正式聲明之一事，成大台文系吳

玫瑛主任今日在成大主任秘書陳進成教授的見證下，於台文系系務

會議做出澄清：該連署書並沒有經過系務會議同意，係連署人的個

人聲明，不代表台文系。(參考聲音檔網址http://uibun.twl.ncku.edu.

tw/)

台灣為民主社會，每個人均有權享有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

由於成大有將近一千六百位專任老師，為避免外界誤解，特此聲

明。

新聞發布：蔣為文

日期：201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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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語白話文學 比五四更早

方耀乾

台灣母語口傳文學於數千年前起始於各原住民族群之間，而就

客家人與福佬人而言，則開始於四百年前。其出版數量自日治時期

以來，已達數百本之譜，這只要查閱各文化中心之出版品與國家圖

書館館藏，可立即窺知。

有關台語之作家文學起源於何時？她自十九世紀末即已開始

台語的白話文學，比中國的五四運動更早，比目前已出版的諸多

「台灣文學史」，謬寫台灣白話文書寫運動開始於一九二○年代還

要更早。這些不要說研究台灣文學的學者大多不知，遑論一般人

了。

有關台語之作家文學其數量更是驚人。自十九世紀末迄今，

台語現代詩的發表數量已達數萬首，小說有四百篇之譜，創刊的台

語雜誌超過五十種，台語現代文學與歌仔冊（台語敘事詩）已出版

者即超過三千部。

投入台語文學創作的作家有多少人呢？數百！舉例來說有林

宗源、宋澤萊、林央敏、黃勁連、陳雷、陳明仁、胡民祥、李勤

岸、方耀乾、陳金順、胡長松、張德本等人。重要長篇作品有林央

敏九千多行十一萬字的長篇史詩《胭脂淚》與三十萬字長篇小說

《菩提相思經》、陳雷的二十四萬字長篇小說《鄉史補記》、胡長

松的十萬字長篇小說《大港嘴》等。

如前所述，至今創刊的台語雜誌超過五十種，重要的台語文

學雜誌有《台文戰線》、《海翁台語文學》、《台文罔報》等。以

上三種文學雜誌還在發行中，且有一定質量。

雖然台語文學已有一定的質與量，但筆者多年來研究觀察到

的現象卻是，台灣的文學學術界與文學史書寫，卻專擅煉製一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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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文學丹藥，而忽視台灣的原住民語文學、客語文學與Ho-lo語

文學。這只要翻開目前已出版各種版本的台灣文學史，即可窺知

一二：台灣母語文學所佔篇幅，不到各部台灣文學史總篇幅的一

頁！

筆者以為唯有跳脫華語文學，才是唯一主體的思維，轉而對

原住民語文學、客語文學、Ho-lo語文學給予更多關注，並給予更

多教學機會，這才是廣化、活化台灣文學，這才是尊重台灣多元文

化的作法。

（作者為台中教育大學台灣語文學系副教授，發表於《自由時報》

言論廣場，201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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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話說－－誰窄化台灣文學？

方耀乾

這幾天有關黃春明與蔣為文的「台灣語文事件」鬧得沸沸揚

揚。平心而論，黃春明用中國語寫作並不可恥，但就黃春明的地位

與影響力而言，其在國立台灣文學館的演講中不斷以負面的訊息批

判或暗示台語寫作的不妥性，並以比中指與華語五字經「問候」人

家的母親，不管其如何被激怒，就這點黃春明確實是需被撻伐的。

支持性別平等的有智之士是否該出來表示意見呢？

蔣為文到人家的會場去舉海報做無言的抗議肯定有踢館的味

道，確有不妥與爭議之處。但蔣傳達以「台灣語文」寫作的理念卻

被諸多論者「窄化」為只以「台語」 (即Ho-lo語) 寫作的「福佬沙

文主義」，則是理解與解讀的大誤謬。蔣的「台灣語文」是包含原

住民語、客語、Ho-lo語。在台灣鼓吹用台灣原住民語、客語、Ho-
lo語寫作，何來窄化，何來沙文？這應是普世之價值，濟弱扶傾之

高貴情操，也應是催生多元文化思維，扶持弱勢文化語言權，廣化

台灣文學的極佳見解才是。

那些認為用「台灣語文」寫作是「窄化」台灣文化、台灣文

學的人士，不妨看看目前台灣文壇與學術界的情況。筆者多年來觀

察到的現象卻是，台灣文學學術界與文學史書寫卻專擅煉製一元的

華語文學丹藥，而忽視台灣的原住民語文學、客語文學與Ho-lo語
文學。這只要翻開已出版的各版本的台灣文學史即可窺知。那些慣

於研究華語文學或以華語寫作的台灣學者與作家，不但習而不察於

認同華語文學的象徵暴力，卻反過身來指責母語文學的研究與創

作，暗助打壓母語文學。

這到底是誰在窄化台灣文學？自己煉製一元思維卻擎起多元

思維的假旗幟，這種精神分裂症，才是令人擔心的事情。

（作者為作家、《台文戰線》雜誌社長， 發表於《中國時報》時

論廣場，2011/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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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台灣母語文學絕對袂狹化台灣文學 

方耀乾

當今的台灣文學理所當然愛、也必然是包含原住民語文學、

客語文學、台語文學、佮華語文學！這是大多數台語作家佮學者的

看法！筆者甚至認為也應該包含台灣的荷語文學、日語文學、英語

文學！這是台灣被殖民歷史的偶然佮必然致使的。

陳芳明佇2011年5月27日的《中國時報》講「台灣是一個多族

群，多語言的社會。如果要定義台灣文學 ，就必須以台灣的歷史

經驗與社會內容為依據。」老實講這毋是啥物特別的文學觀。絕對

多數的學者、作家攏會認同，當然絕對多數的母語作家佮學者嘛會

認同。問題是佇實踐。以筆者做例，筆者毋但認同這個「理論」，

閣真正「實踐」佇講授台灣文學概論佮台灣文學史的課程裡，會上

著華語文學，同時也會講授著台灣的原住民語文學、客語文學、台

語文學，甚至台灣的荷語文學、日語文學佮英語文學！筆者的博士

論文其中一個重要立論點就是咧論述遮，甚至也認定未來也可能愛

包含台灣新住民的越南語、泰語、印尼語、菲律賓語等等的文學。

毋過筆者遮濟年來研究台灣文學史所觀察著的現象是：遐

「嘴裡主張」愛多元、包容、多語、流動、跨界的學者佮作家，有

真懸的比例佇「實踐上」顛倒是偷偷徙用一元、排外、單語、固

定、封閉的步數。台灣文學學術界佮文學史書寫是煉製一元華語文

學爐丹的專門科，根本疏忽台灣的原住民語文學、客語文學佮台語

文學！這只要掀開市面上各種版本的台灣文學史就會當普普仔理解

矣：各版本的台灣文學史裡，台灣母語現代文學佔無一頁，甚至連

一字都無！遐慣勢研究華語文學抑是用華語寫作的台灣學者佮作

家，毋但享有華語文學的文化資本，而且慣勢認同華語文學的象徵

暴力的正當性，閣翻過頭來指責母語文學的研究佮創作是心胸狹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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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暗助打壓母語文學。這到底是啥人咧狹化台灣文學﹖家己煉製

一元思維遂舉起多元思維的假旗仔，這種精神分裂症，才是予人擔

心的代誌。

根據筆者的統計，戰後發表的台語現代詩，數量已經達到數

萬首，小說超過四百篇！對19世紀尾以來，用台語發行的雜誌也超

過50種！客語現代詩也有數千首，客語小說也有數十篇！原著民語

現代文學也當咧起步。其中已經有真濟優秀的作品，毋過咱的台灣

文學學者偌濟人願意「眷顧」伊，而且閣願意進一步研究抑是鼓勵

伊的研究生研究母語文學﹖根據一部分的台灣文學系所的學生私底

下共筆者講：有一部分文學教授佇課堂上，抑是私底下，明示、暗

示學生莫學習、莫研究台灣母語文學！甚至對研究母語文學的學生

施展白色恐怖主義！學者家己無願意研究母語文學就罷，竟然翻倒

轉打壓母語文學，這才是咧狹化台灣文學！精神分裂的作家學者，

戴痟鬼仔殼閣正當化家己的行為，這種無反省能力、無同情心的知

識份子，才是「士大夫之恥」。

這屆的「蔣黃事件」是予台灣學術界佮文壇，一個重新思考

台灣語言佮文學潛在的問題佮答案的好機會。咱愛跳脫華語文學

是唯一主體的做法: 除了華語文學以外，翻頭對弱勢的原住民語文

學、客語文學、台語文學愈濟的關懷，而且予伊閣較濟教學的機

會，這才是廣化、活化台灣文學，這才是尊重台灣多元文化的作

法。

2011.06.10台南

（作者為作家、《台文戰線》雜誌社長， 發表於《台文戰線》第

24期社長的話，20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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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蔣為文遇到黃春明

－－正視台灣文學中的台語文學

何信翰

黃春明和蔣為文的事件歷經了大約一個星期的時間，總算是

在蔣為文公佈現場錄音，黃春明坦承「先用情緒性的字眼罵人」之

後，慢慢平靜下來。

在這個事件的發展過程中，台語/台語人遭到許多媒體鋪天蓋

地的抨擊。比如說某大報不但以「台語幫」把台語人比喻成幫派份

子，還說台語人「眼中的世界從未超出台灣的肚臍」，在論壇中甚

至用「台語文這東西」這種輕視的用語來做標題，盡顯對台語文的

不屑。反之，對於黃春明脫衣罵髒話，另一報則用「很Man」來形

容。筆者曾寫過一篇文章，說明台語人之所以有時會表現得好像很

激動，實在是被壓抑很久之後的抗議。

台語人的壓抑其來有自。最普遍的，就是那許多把台語視為

低下/只能用在日常生活的語言，以及認為說台語的人就是低下階

級/沒有見過世面的心態。上面舉的某些大報的例子就是很好的代

表。這類人表面上說要求平等，其實平日滿口就是「台語只要在家

裡說就可以學會」(中文在家裡說就學不會？)；「學台語增加學生

負擔」（學中文/英文就不會？）；「台語沒什麼文學」（近10年

公開發表超過七千首台語現代詩，小說近20多年來超過四百篇，早

在1885年就有台語現代詩，19世紀初期就有台語長篇小說，這些都

不是文學？）；「台語沒有字」（上面說的眾多文學作品…）等等

看不起台語的言論，甚至某報曾以「到了選舉連候選人都要說台

語」來做台語壓迫別的語言的證據(所以選舉都不說客語和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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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台語就是壓迫，說華/客語就是正常？)。這些在日常生活中常常

可以聽到的言語，聽在台語人耳裡，還真有頗大的壓力。當有一

天，台語人想對此做些抗議，反對台語的人就指著最後這個爆發的

瞬間，說「你看！台語人就是不理性…」，進而否定台語人所提出

的，要求台語受到公平對待的訴求。

台語在政策上的的確確是相當弱勢的。相比客語來說，同樣

國家級的語言考試，參加客語認證考試通過最高可以得到一萬元的

獎金，通過原住民族語考試除了在大考可以加分35%之外，還可以

補助交通、住宿費。相對的，參加「閩南語認證考試」不但沒有任

何獎勵，還得自掏腰包付報名費。以中央政府預算來說，用以推動

台語的經費和客語/原住民語相比，更是少得可憐。就連中央政府

唯一有權責推動台語的「國語推行委員會」（裡面還分成原/客/台

/華四組），自明年一月起都要降級到社教司下面，不但預算大量

減少，還失去了直接對外發公文的權利…。台語就在政府這種「不

明著打壓，但是大量補助英/華/客/原民語」的「平等」狀況下，變

成「得到政府補助最少的本土語言」──自然，只要稍作抗議，台

語人還是免不了要被外界說一聲「野蠻」。其實，身為語言平等法

支持者的大多數台語人，一向支持政府振興各種本土語言，但也希

望台語能在政策上得到和其他語言比起來相對平等的待遇。

一個平等、互相尊重的社會，絕不是叫受欺壓者要理性、自

制，或是把弱者平常所受的壓迫刻意忽略，進而強調他反抗時的手

法粗糙，動作不應該，藉此削弱他們訴求的正當性，以達到鞏固既

得利益的目的。這點值得大家深思。

（作者為台灣羅馬字協會理事長、中山醫學大學台灣語文學系副教

授，原文刊於《蘋果日報》蘋果論壇，201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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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過激…被壓迫語文的抗議

何信翰

這兩天各大媒體報導蔣為文教授和黃春明先生的衝突，大多

數焦點都是在舉牌抗議的不理性和「用中國話創作」這方面，但卻

也忽略了許多更應該關注的焦點。

其實當天的爭議之一，是在台語是否應該有文字的問題：沒

有文字的語言終將被慢慢消失。若是台語沒有普及文字化，這個語

言在將來勢必無法存在—當今的漢語和漢朝的漢語在讀音上已經有

很大的不同，但漢代的文獻卻有辦法在當今的中國流通，就是因為

文字對語言保存的優越性。

再說，台語絕非原本就沒有文字：影響台灣醫療史甚大的馬

偕家族，有些人的墓碑上面就刻有台語羅馬字；國立台灣文學館

中，更是收藏有大量的台語文獻。但這些訊息在社會上並未獲得重

視，反而常聽到的說法是：華語需要系統性學習，台語只要在家裡

講就好等壓迫台語的言論。

另一個爭議是台語文學的問題：台語文學作為台灣文學的一

脈，有其在文學史論述上的不可或缺性。許多人以為台語沒有文學

或台語文學數量稀少。其實，根據統計，光是二千年到二○一○年

這十年間，公開發表在有ISBN的刊物上的台語現代詩，數量就超

過七千首！

若從歷史看，自十九世紀末的一八八五年開始，就已經有台

語現代詩的出現…這些以台語書寫的作品，卻在大部分的台灣文學

史場域裡面遭到隱瞞；絕大多數討論台灣文學的場域，也都有意無

意的避開台語文學這一塊。這難道不是對台語文學某種形式的霸

凌？



台灣作家ài/oi用台灣語文創作     ��

就因台語在台灣的主流社會一直受到忽視、排擠，連帶使社

會大眾對台語的態度受到誤導。在這種情形之下，台語文推動者許

多看似過激的反應，或許只是一種對長久的壓迫提出抗議的聲音；

同時也是一種讓社會對其關注，讓長期被社會漠視的台文運動者暫

時擁有話語權的不得已策略。

（作者為台灣羅馬字協會理事長、中山醫學大學台灣語文學系副教

授，發表於《聯合報》，2011/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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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語版】

尊重自家為自家安名个權利

邱一帆

台灣个客家人輒常稱呼講hog lo話个人安到hog lo人；指稱hog lo

人講个話安做hog lo話。Hog lo，海陸腔講hog`lo ́，四縣腔做hog lo`，

還有其他腔頭个客家話有無共樣个語音指稱，漢字識有人寫做河

洛、福佬、鶴佬、學佬這兜，這係客家人對holo人，holo話个一種

指稱方式。

在台灣，客家人所稱hog lo話个名稱，至少還有：Holo話、台

灣話、台語同閩南語个講法。這種現象，就像「南瓜」這種作物，

還有人講係「番瓜」、「黃匏」、「金瓜」樣，有當多種無共樣个

講法，毋過最大个差別係：番瓜毋會自家講自家安到麼个名，毋會

講自家講个係麼个話！

Holo 人自家會講話，自家有權利安自家个名，就像所有个人

樣，用自家个話安自家个名，這應該係當自然个道理，總愛自家有

恁樣个意願，有恁樣个想望，其他人毋使過嘴、毋使否認乜毋使批

評，除非厥个指稱有傷害著你个語言，或者傷害著其他人个語言！

面對holo人稱呼自家講个係台語、台灣話，敢有傷害著其他个

台灣語言、台灣語言个使用者？係無，應該尊重佢兜命名个權利，

係有請提出你个理由，來反對！一般來講，有兜人擔心个係「台

語」會變做「台灣語言」个簡稱，具有排他性，單用「台語」來指

稱客家人稱呼个hog lo話，就引起了不少客家人个愁慮！

毋過，話又講轉來，假使holo人稱呼「台語」，並無指稱其他

語言个作用，係單純等於客家人指个「hog lo話」，這，乜無排除

其他台灣語言个問題！因為「台語」係專指「hog lo話」。「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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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係專指「hog lo話」，假使乜係這種論述，這並無排他性！

貶過來講，假使別個族群个人或者政府執意用「閩南語」，

來指稱hog lo人講个「hog lo話」，係無得著hog lo人个同意，無分

hog lo人接受，又分人認為係命名个歧視、蔑視，該就做毋得強強

來安恁樣个名！基本上，尊重hog lo人對自家語言个安名，比別族

群个人為hog lo話來安名較優先、較重要！

講著「台灣語言」應該包涵哪兜語言？這牽涉著語言使用

者个認同問題！假使台灣所有个原住民語、客家語、台語（台灣

話）、華語，包含在「台灣語言」个範圍，該就係取得了語言使用

者个認同！認同自家个語言系台灣語言个一種，台語（台灣話）係

台灣語言个一種，客家語、原住民語、華語這兜乜係台灣語言个一

種；認同自家使用个語言係台灣語言个一種，認知台灣語言係台灣

人使用个語言，台灣人講个係台灣語言，該係達到台灣國家認同个

重要一步！

愛進到台灣國家認同个地步，先從語言个認同開始，愛取得

台灣語言个認同，先從尊重別人自主、自尊使用語言个權利開始，

互相尊重同包容，大家使用自家語言个權利，使得所有台灣个語

言，有其生存、發展个空間！

（作者為客語作家、文學客家雜誌主編，原文發表於Facebook，

201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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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語版】

在語言文學个道路項

－－客家人應該愛有个思維

邱一帆

從細，nga i就係在客家語言環境氛圍，成長个人！因爭（因

為）阿爸係四縣客家人，阿姆係海陸客家人；阿公係四縣客家人，

阿婆乜係客家人，故所，在1990年代本土意識擎頭，族群意識開醒

个年代，做為一個大學生个ngai，理由當簡單，自然認為自家係客

家人，這係外在環境引領自家覺醒，還有先生个鼓勵，影響著自家

个思維、觀念！

記得ngai從國小開始學「國語」，還記得無使用國語就會分人

罰錢、罰企、罰gu′、罰著自家就無法度解釋个處罰，就因為講自

家个母語客話，連自家愛國抑係無愛國就牽連著關係，結局就係愛

受著處罰！事實上，講母語客話敢係一種原罪？事實上，麼个係國

家觀念，還做細人仔个ngai正經毋知，連該央時个總統就毋知，你

兜敢知？

過去毋知仰般無公平个歷史，深深刻在有意識、有覺醒个客

家人心肝肚！講較粗兜，講自家个母語做麼个愛受著處罰？講自家

个客家母語，同愛國有麼个關係？騙人！騙人！完全就係專制獨裁

時代，騙人个手法！理由當簡單，主政者為著統治个方便，無這種

「所有語言平等」个思維觀念，腳下个人為著自家現下个利益、未

來个前途，就來核卵跈脧踫！ngai毋知，該央時跈等政策行个人，

有幾多儕認為自家做了毋著个事情，有幾多儕人後悔？因為自家現

實个私利，害了幾多族群个人行向語言、文化滅絕个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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佢兜當然有千百个理由，講自家乜係這專制獨裁制度之下个

受害者，講自家毋係毋顧自家个母語文化，實在係該央時，無辦

法！這應該做得體諒！無經過白色恐怖个ngai，總愛有共理个心，

原諒歷史造成个錯誤！

毋過這下呢？自由、民主已經係台灣核心个價值，語言文化

个保存，已經係世界个價值，台灣个客家人，敢還愛停留在聽講阿

公阿婆、阿爸阿姆係客家人个年代？請聽世界語言个脈動，乜請聽

後生又無幾後生个ngai講：

一、語言無高低尊卑：所有語言，係該族群个人傳感情、表達思想

最好个工具，乜係該族群个人，最顯明个族群記號！

二、所有个族群語言就有發展出文字个可能：英文書寫文字、西班

牙文、日本平、片假名文字、阿拉伯文…，客家話當然有其

可能！

三、客家話乜係像其他語言樣，做得用文字來書寫，不管係羅馬拼

音、漢字同羅混合个文字、全漢字个寫法，就做得表達客家

人个思想同感情，也就係講，台灣个客家人已經做得將客家

生活語言提升到書寫文字、文學語言个程度了！

四、每一個語言進入到文字書寫个階段，就有其過程：假使客家話

無進入文字階段，就淨係聽、講个語言定定，無法度入到文

字記載、文學創作个地步！客家人敢講就希望自家係聽、講

个語言定定？無希望進到書寫文學个語言？

五、文學來自生活，生活係語言个解釋：文學作家个生活經驗，不

管係直接、間接抑係想像个經驗，就係其創作个題材，文學

家從生活中選擇題材，用自家熟絡个語言完成，係其觀念！

假使客家作家做得用客家語言來書寫客家人个經驗、生活係

最直接个題材，乜係用最直接个語言，來表達自家族人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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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經驗、感情同價值觀，毋使經過翻譯！最做得引起客家

族群个共鳴、感動！

六、今晡日，長期不當个語言政策影響下，有當奇怪个觀念，在客

家人身項發酵：

（一）客家人个語言同其他英文、華語比毋得！情願無講客家

話，乜無愛自家細人仔無補英文、華語！

（二）寫作客家話別人看毋識，愛用華語來寫別人正看得識，

但係又無法度真切表達客家人个感情、思想同價值觀。

（三）自家毋尊重自家个語言就算了，還怪別人強調用自家个

語言講話、命名、寫作，自家聽毋識、看毋識，又愛怪

別人用自家語言个自信表達！

（四）情願華語獨尊，官話華語，乜毋希望在地台灣最多人使

用个母語—holo話，成為台灣个官方語言！

（五）希望華語－北京話統治，乜毋希望自家个語言成為官方

語言、國家語言之一。

講去講轉，客家人面對自家个語言，應該用平等个觀念對

待，客家話毋係低俗个語言；客家話乜做得係書寫用語、文學語

言；做為這個國家个主人，客家話乜係這個國家个國語，從文化語

言多元个觀念，其實，其他語言乜需要客家話个撐持，正有法度豐

富自家語言、文化个內涵！

（作者為客語作家、文學客家雜誌主編，原文客語版發表於

Facebook，2011/5/29，以客語版及台語版轉載於《首都詩報》第

11期，201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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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

黃春明的台語文觀點商榷

施炳華

黃春明先生在國立台灣文學館的演講〈台語文書寫與教育的

商榷〉，引起蔣為文副教授的舉牌抗議，以及後續的報紙、電視報

導。我看各種報導都只強調衝突的表象，沒有深入分析引起兩方面

衝突的原因，因為報導者都不在現場。我當時在現場聆聽，發覺黃

春明所說的「台語文書寫與教育現況」很多是他個人的主觀看法，

違背事實，所以我很認真聽、認真記；要等待最後交談的時間來發

問，沒想到因為發生衝突而無法發問。

我是嘉義師範學校畢業，成功大學中文系退休教授。我研

究、教學、推行台語已有二十年，也參與台語支援教師教學「鄉土

語言」的輔導，並且是南一書局台語課本（1~12冊）編輯的指導教

授。

黃春明先生以其文學作家、而不是以研究台語文的身份來談

〈台語文書寫與教育的商榷〉，我聽出他對這個主題並沒有深入的

了解；他的論點，值得討論的有下面幾點：（以下引號內的文字是

黃春明的演講原文，圓形括號內的文字是筆者所加，補足說話的文

意）

１黃：語言「是在生活裡面學習。」「我們竟然把我們生活

的語言要拿到課堂裡面學習。」

我的認知：若是家庭裡父母對子女都講母語、甚至教母語，

台語就不會淪落到今天這麼淒慘的地步──青少年台語講不流利，

也看不起台語，不想講台語。就是因為過去三、四十年來國民政府

「推行國語，禁止講方言」的政策（從1956年的「全面性的說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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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1963年的「中小學各科教學應一律使用國語，學生違反者

依獎懲辦法處理」，一直到1987年戒嚴法解除為止），使得台灣人

一般家長在家庭中對子女不常講母語，子女（學生）到學校則講華

語（國語）、甚至生活中也慢慢以華語為第一語言。眼看台語將要

消失了，經過眾多台灣人的爭取，才有九十年度（2001年）起的每

週一節的「鄉土語言」必選課程，正式在學校教母語（包括台語、

客家語、原住民語）。黃春明也提到台灣人所遭受到的語言被歧視

的痛苦；但是，對於台灣人想要保存母語、台灣文化的苦心，他好

像沒有感覺到。再進一步講，沒有文字化的語言的族群註定要被奴

役，想要把台語提昇到語言書寫的程度，更需要在學校教。

２黃：教育部沒有準備好就在學校實施：音標不統一，「現

在小孩子有課本在學校讀耶，也沒有老師，也沒有標準的音，也沒

有標準的一個字，就這樣可以學下來？」「標準字沒有，有的話都

是借音借字。文字也沒有統一，再來呢老師也沒有，」「你家的子

女如果有在國小，或者國中唸書的，有沒有聽他們講，媽媽爸爸這

個要怎麼唸？這個要怎麼講？爸爸媽媽說我們也不知道。難道這個

事情是好現象嗎？」

我的認知：目前的台語文教育有教育部公佈的音標，700個字

詞的常用字，有很多台語文教師，「爸爸媽媽不會唸」是因為沒有

學習台語文。

台語是在長期被打壓的環境中拚命在爭取存活的空間。「鄉

土語言」教學實施初期難免有些紊亂，經由專家學者的努力，總算

在2006年教育部公佈「臺灣閩南語羅馬字拼音方案」（簡稱台羅拼

音）；至於漢字的使用，也陸續公佈並在2009年公佈「臺灣閩南語

推薦用字700字詞」。700字詞是常用字，算是標準字（雖然其中有

少數字尚待改進），母語教學的準備也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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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語與華語（北京方言)的語音、詞彙、語法有相同的(如：我

是台灣人)，也有不同的(如：伊共(kā)我打。華語是：他打我。)語

言有時候找不到適當的漢字來書寫，如國語「後背」，台語是「尻

脊骿(kha-tsiah-phiāⁿ =肩背。古漢語「尻」，指脊骨末端，臀部)。以

國語、國字為唯一標準的人看不懂「尻脊骿」、唸不出它的音，不

檢討自己沒有學習，反而怪台語文，真是怪事!說話要學習，文字

更要學習，不學台語文字，看不懂就說是怪字，說得過去嗎？只要

想學習，看一、二次，唸一、二遍，就見怪不怪了。在台灣飽受壓

抑的母語教學就像剛學走路的小孩子，一開始難免跌跌撞撞，我們

要扶持他、幫助他，他才能走得穩，長大成人；如果他一跌倒，你

就禁止他走路，那他就永遠不會走路，不能長大成人。

我所知道的台語教學，小學生是在很自由、遊戲中上課的─

─因為是規定不准考試、不算成績的教學。往往是在一課、或一個

單元之後的「學習活動單」來個「╳╳遊戲」，如「找朋友」、

「猜猜我是誰」等。

南一書局台語課本的編輯群，除了我是指導教授以外，主編

藍淑貞是台語文學作家，曾經得過很多獎項，編輯委員都是現職國

小教師、有豐富的教學經驗、有專業的台語素養，所編出來的台語

教材，有日常生活會話、有童謠、有詩歌，是具有培養兒童說寫台

語、想像力、文學寫作能力的教材。課本上雖然有羅馬字、漢字，

往往只是做參考，尤其是注重聽、說的低年級，年級越高才斟酌增

加字詞。

投入國小「鄉土語言」課的支援教師很多，都是經過政府

機關考試認證通過的，大部份是競競業業，惟恐教不好沒了「頭

路」，所以母語教學是生活化、有趣的。不是像黃春明說的「沒有

教師」和台語教學一無是處。當然，也有教得不是很好的，但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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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一竿打翻整隻船」吧!

「文字只是一種符號」，漢字是文字，羅馬字(如上文的kha-

tsiah-phiāⁿ）也是文字。以上是就漢字來講，講到記音的羅馬字（或

叫做白話字），從1885年的《府城教會公報》開始，到現在已有

一百多年的歷史，都是用羅馬字書寫台語。台語文不必然一定要用

漢字，現在最通行的是「漢羅台語文」（以漢字為主，找不到適當

漢字的就用羅馬字）。而黃春明的台語文只局限在漢字的標準字。

３黃：如果要在學校實施母語教育，要等準備好才來教。

「一個語言、一個文字，要讓他變成大多數人（可以用），要經過

一段多長的（時間）？」

我的認知：台語文已經有教育部公佈的音標，700個字詞的常

用字，是他不知道或故意裝做不知道。再說如果要等到他認定的

台語文字標準化的完成，才能在學校實施母語教育；到那時，台

語早就被消滅了──如果只剩下簡單的幾個生活詞，如「跋倒」

(pua̍h-tó)、「阿嬤」，而不能說完整的一句話，就是代表台語已經

消失了。沒有語言，哪裡還有文字呢！

４「台語一鄉一腔，」「為了本土化，閩南話成為台灣話，

又沒有拿出一個標準的音、字。」他舉例：「李昂是鹿港人（本名

施淑端），是泉州話，我是漳州的，就是漳州話。」用閩南語寫

作，「宋澤萊很早就寫了，他現在不寫了。因為我發現，他寫得很

辛苦，啊我們也讀得很辛苦。」

我的認知：

(1)台語固然有不同的腔調，但是他忽略了台語演變漸漸趨向於

一致的事實，我（施炳華）也是鹿港人，我寫的台語文，

大家是否看得懂，可以驗證。

(2)「宋澤萊寫得很辛苦」是因為他初期寫的現象，如果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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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會越寫越流利。「我們也讀得很辛苦。」是因為宋的

早期寫作用字沒有像現在較有一致性，而讀者如果沒有

學、不學台語文，當然是讀得很辛苦。

(3)以宋澤萊的台語文來涵蓋所有的台語文是「以一蓋全」的錯

誤邏輯。

以下一一辯明：

( 1 )是台語的腔調差別：大概說來，台語雖然有宜蘭腔（代表

純漳腔）、鹿港腔（代表純泉腔）的差別，其他地方是漳

泉混合腔；但是台語的現況，由於遷居、婚姻、生活的適

應、有聲媒體的影響，一、兩百年來到最近幾十年來，各

種腔調慢慢地趨於一致，因此有所謂「優勢腔」的名稱，

也就是大部份的人所講的，大家都聽得懂、容易溝通的

一種台灣話。我本身是鹿港人，為了生活、與人談話的方

便，鹿港腔也跟著人家改變，這是語言自然演變的趨勢，

但各人仍多少保存他自己的腔調。黃所謂「宜蘭腔、鹿港

腔不一樣，」要由此推演出「台語怎麼寫？」的結論。是

昧於台語的發展演變。

用漢字書寫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同樣的文字，可以唸

不同腔調的音，所以宜蘭人和鹿港人、其他地方的人都可以各自唸

他們的音。如：

　　　　　                       食     飯   配   魯  卵。

　　　 宜蘭：       tsia̍h pūiⁿ phuè lóo nūi.

  　　　 鹿港： tsia̍h pn̄g phèr lóo ln̄g.

  　　　台北同安腔： tsia̍h pn̄g phè lóo nn̄g.

　　　　（大稻埕區）

台語文學（包括散文、詩歌、小說、史詩等）的作品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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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灣各地不同腔調的作者都有，就擺在他演講的地點──國立台

灣文學館的「台灣本土母語文學常設展」。他來這個地方演講，卻

說台語沒有標準化，無法用文字（漢字）順利地寫作文學作品，等

於是自己矇著眼睛說：「看不見！」「國立台灣文學館」的努力完

全被忽視。自由時報5,26的報導標題是「黃春明論台語文 成大教授

踢館」，誰來踢館？

(2) 宋澤萊的台語文屬於台語文發展史中的早期試驗作品，

有他的局限，林香薇〈論宋澤萊台語詩《一枝煎匙》的

用字與用詞〉（《師大學報》48卷第2期【人文與社會

類】）說：

 第一、宋氏的用字向來是以字源字為主；第二、宋氏較

少使用方言字，所以出現頻率都偏低；第三、從〈抗暴

个打貓市〉（1987）到《一枝煎匙》（2001），宋氏的

標音字和標義字的使用比率大幅升高，尤其是標音字的

部份。《一枝煎匙》裡詞彙選用的情形……，常常夾雜

華語詞彙、文言語詞，使得文讀音語詞大量增加，尤其

是華語用而台語不使用的詞彙，往往阻礙了讀者的閱

讀。

從宋澤萊的〈抗暴个打貓市〉（1987年）到現在，台語文的

發展已走向能順利書寫而且趨向於一致性的地步，如：

a. 用漢字的一致（大多以教育部的700字詞為主）。

b. 使用「漢羅台語文」（以漢字為主，找不到適當漢字的就

用羅馬字）。

黃春明曾經仔細閱讀過台語文學作品嗎？有沒有真正對台語

文好好研究？(他說：「標準字沒有，有的話都是借音借字。」請

問：台語「我是台灣人」是不是標準字？還是借音借字？」)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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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故意忽略）台語及台語文的發展，而用早期的、單一作者「以

一蓋全」，是違背事實的論述！

５獨尊統一的「國語」：「中國的幅員這麼廣大，但是，文

同、文字是共通的，但是發音講話都不一樣，還是呢，要來一個標

準語。……這樣小孩子學語言才方便，孩子不能太複雜。你（語言

學習）不方便，反而增加了他們的一個一個學習的困難。所以北京

話只有四聲嘛，陰陽上去，那這個北京話，是這樣子的。」「台灣

人，為了說要重視本土的教育，……鑽到牛角尖去了。我去年到災

區去表演，帶著劇團去表演。高雄縣的六龜國中，有閩南人，有客

家人，還有原住民，還要學英文。這裡是閩南話，……這邊就客家

話，那邊是原住民。我想，學生會瘋掉。也真的是很了不起。怎麼

搞成這樣呢？教育搞成這樣？」蘇貞昌當屏東縣長時是母語教育最

有希望、最成功的時期，由黃春明上面的話可以證明。學說自己

的母語怎麼會「瘋掉」？如果能夠再學別人的母語，增加溝通的

機會，更能促進不同族群的和諧，不是很好嗎？但是，他卻從反

面來說「教育搞成這樣？」1996年的《世界語言權利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Linguistic Rights）支持語言權利，特別是瀕

危語言的語言權利。傳承母語，維護少數族群的語言權利，是符合

國際潮流的語言權利；這樣的觀念是不存在他心中的，他心中只有

統一的「國語」。

結論：

黃春明先生曾是有名的鄉土文學作家，受到一般人的景仰；

但是在「台語文書寫與教育」的議題上，他似乎被擺錯了位置。他

的觀點是：獨尊統一的「國語」，說、寫原住民語、客語、台語是

徒增混亂；完全忽視台語及台語文的發展及台語文教育的事實；全

盤否定了台灣人幾十年來在艱困的環境中為保存母語所作的努力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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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未來的希望：以致於引起抗議、「台灣人」卻用「國語」飆「五

字經」的國罵，使兩造（應該是三造，「百年小說」卻沒有台語小

說，而莫明其妙地加入〈台語文書寫與教育的商榷〉的議題）都受

傷的憾事，誰之過？

各人有各人的觀察點與認知，無法強同；但是黃春明先生是

站在台上對著大家說：台語文沒有標準化，用文字寫（並且台語文

只限於用漢字）很難看得懂、最好都是用華文寫。其影響力相當大

(按照主辦單位的計畫，這是全程錄影，要讓有興趣者事後在網路

上隨時點看的)，蔣為文認為他扭曲了整個台語文書寫及教育，忍

不住才舉牌抗議。

「事無兩造之詞，則獄有偏聽之惑」，當學界、媒體都一致

譴責蔣為文時，我覺得有必要把現場黃春明所說的重點以及「我的

認知」說清楚，請大家平心靜氣地作一個公評。

我最後再強調：語言是文化最重要的要素，語言若消失，文

化就不存在，那個族群也就消失了。原住民是最好的見證；所以現

在的原住民也要用他們的語言文字來記錄他們的心聲、他們的文

化。台灣人忍心見到母語、台灣文化消失嗎？

（作者為成功大學中文系退休教授，201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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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語文版】

黃春明的台語文觀點商榷

施炳華

黃春明先生佇國立台灣文學館的演講〈台語文書寫與教育的

商榷〉，引起蔣為文副教授的舉(gia̍h)牌抗議，以及紲(suà)落來的報

紙、電視報導。我看各報(台)所報導的(ê)，攏是衝突的表象，無深

入分析引起兩爿(pîng)衝突的原因，因為報導者攏無佇現場。我佇

現場，發覺黃春明所說的攏是伊個人的主觀看法，違背事實，所以

誠認真聽、認真記；卜(beh)等交談的時才來發問，無想著發生衝突

煞無時間問。

我是嘉義師範學校畢業，成功大學中文系退休教授。我研

究、教學、推行台語到今(taⁿ)已經有二十年，也參與台語支援教師

教學「鄉土語言」的輔導，並且是南一書局台語課本(1~12冊)編輯

的指導教授。

黃春明靠勢伊文壇有名的身份來談〈台語文書寫與教育的商

榷〉，我聽出伊對這個主題並無有深入的了解；伊所講的，值得討

論的有5點：

1語言愛佇生活中學，毋(m̄)免佇學校教。

我的認知：若是家庭裡父母對囝兒攏講母語、甚至教母語，

台語就袂行到即碼淒慘落魄的地步──青少年台語講袂lìn/liàn tńg，

嘛看台語無，無想卜講台語。就是因為過去三、四十年來國民政

府「推行國語，禁止講方言」的政策(按1956年的「全面性的說國

語運動」、1963年的「中小學各科教學應一律使用國語，學生違反

者依獎懲辦法處理」，一直到1987年戒嚴法解除為止)，煞予台灣人

一般家長佇家庭中對囝兒較無講台語，囝兒(學生)到學校攏講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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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甚至生活中也慢慢攏講華語。目睭金金看著台語得卜予人

消滅啊，經過濟濟的台灣人的爭取，才有九十年度(2001年)開始的

每禮拜一節的「鄉土語言」必選課程，正式佇學校教母語(包括台

語、客家語、原住民語)。黃春明嘛有講著台灣人所遭受著的語言

奉(hōng)壓制的痛苦；毋拘(˜-ku/koh)，台灣人想卜保存母語、台灣

文化的苦心，假若像對伊無一點仔hìⁿ-haiⁿ。閣再講，卜共台語提昇

到語言書寫的程度，猶是有需要佇學校教。

2教育部無準備好就佇學校實施：音標無統一，「現在小孩子

有課本在學校讀耶，也沒有老師，也沒有標準的音，也沒有標準的

一個字，就這樣可以學下來？」「標準字沒有，有的話都是借音借

字。文字也沒有統一，再來呢老師也沒有，」「你家的子女如果有

在國小，或者國中唸書的，有沒有聽他們講，媽媽爸爸這個要怎麼

唸？這個要怎麼講？爸爸媽媽說我們也不知道。難道這個事情是好

現象嗎？」

我的認知：目前的台語文教育有教育部公佈的音標，700個字

詞的常用字，有誠濟台語文教師，「爸爸媽媽不會唸」是因為無學

台語文。

台語是佇長期奉(hōng)打壓的環境中拚命咧爭取家己活落去的

空間。「鄉土語言」教學實施初期減彩有淡薄仔缺失，透過濟濟專

家學者的努力，總算佇2006年教育部公佈「臺灣閩南語羅馬字拼音

方案」(簡稱台羅拼音)；講著漢字的使用，嘛陸續公佈、到2009年

有「臺灣閩南語推薦用字700字詞」。700字詞是常用字，算是標準

字(雖然其中有少數字猶需要改進)，母語教學的準備嘛差不多啊。

台語佮國語(北京方言)的語音、詞彙、語法有相仝(kâng)的(比

如：我是台灣人)，也有無仝的(比如：伊共(kā)我打。國語：他打

我。)語言有東(tang)時揣(tshē/tshuē，尋)無適當的漢字，親像國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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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背」，台語是「尻脊骿(kha-tsiah-phiāⁿ=肩背。古漢語「尻」，

指脊骨末端，臀部。)以國語、國字做唯一標準的人看無「尻脊

骿」、音唸袂出來，毋檢討家己無學習，顛倒怪台語文，毋是足奇

怪的!講話愛學習，文字閣較愛學習，無學台語文，看無就說是怪

字，敢(kám)講會通？若有想卜學，看一、二擺，唸一、二遍，就

見怪不怪矣(à)。佇台灣經過久長的抗爭才會當(tàng)實施的母語教

學就像拄才(tú-tsiah)卜學行(kiâⁿ)路的囡仔(gín-á)共(kāng)款，拄開始是

行袂在，咱愛共伊扶持、幫助，伊才行會在，慢慢大漢；伊若一跋

倒，你就禁止伊行路，阿伊就攏袂曉行路，袂大漢啊。

我所知影的台語教學，小學生是佇誠自由、  的氣氛中上課的

──因為是規定不准考試、無算成績的教學。往往是佇一課、抑

是一个單元後面的「學習活動單」來做「╳╳遊戲」，親像「揣朋

友」、「臆看我是誰(siâng/siáng)」等等。

南一書局台語課本的編輯群，除了我是指導教授以外，主編

藍淑貞是台語文學作家，捌得著誠濟獎，編輯委員攏是現職國小教

師、有豐富的教學經驗、有專業的台語素養，所編出來的台語教

材，有日常生活會話、有童謠、有詩歌，配合實際教學，是會當達

成培養兒童說寫台語、想像力、文學寫作能力的教材。課本裡雖然

有羅馬字、漢字，往往只是做參考，尤其是注重聽、說的低年級，

年級愈懸(kuân，高)才斟酌增加字詞。

投入國小「鄉土語言」課的支援教師誠濟，攏是經過政府

機關考試認證通過的，大部份是認真拍拚，恐驚教無好煞無「頭

路」，所以母語教學是生活化、趣味的。毋是像黃春明講的「沒

有教師」佮台語教學歪哥tsh…h-tshua̍h!當然，嘛有教了無啥好的，敢

通「一竹篙反(píng)倒規隻船」？

「文字只是一種符號」，漢字是文字，羅馬字(親像面頂的k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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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ah-phiāⁿ)嘛是文字。以上是就漢字來講，若講著記音的羅馬字(也

叫做白話字)，按1885年的《府城教會公報》開始，到今已經有一百

外年的歷史，攏是用羅馬字書寫台語。台語文無一定愛用漢字，現

在上通行的是「漢羅台語文」(以漢字為主，揣無適當漢字的就用

羅馬字)。黃春明的台語文干礁限制佇漢字的標準字。

3黃：若卜佇學校實施母語教育，愛等準備好才來教。「一個

語言、一個文字，要讓他變成大多數人(可以用)，要經過一段多長

的(時間)？」

我的認知：台語文已經有教育部公佈的音標，700個字詞的常

用字，是伊毋知影抑是刁工講無這種物件。閣再講，若卜等到伊

所認定的台語文字標準化的完成，到彼(hit)時，台語早就被消滅矣

──若是干礁偆簡單的幾個生活詞，親像「跋倒」(pua̍h-tó)、「阿

嬤」，卻無法度講完整的一句話，就是代表台語已經消失矣。無語

言的存在，哪閣有文字呢!

4「台語一鄉一腔，」「為了本土化，閩南話成為台灣話，又

沒有拿出一個標準的音、字。」伊舉例：「李昂是鹿港人(本名施

淑端)，是泉州話，我是漳州的，就是漳州話。」用閩南語寫作，

「宋澤萊很早就寫了，他現在不寫了。因為我發現，他寫得很辛

苦，啊我們也讀得很辛苦。」

我的認知：

　　(1) 台語早期有無仝的腔調，這是事實；毋拘，伊無看著台語

演變漸漸趨向一致的事實，我(施炳華)也是鹿港人，我寫

的台語文，逐家是毋是看有，會使得驗證。

　　(2) 「宋澤萊寫得很辛苦」是因為伊早期寫的現象，伊若是閣

繼續寫，會愈寫愈順；可惜伊無閣繼續寫。「我們也讀得

很辛苦。」是因為宋的初期寫作用字無像即(tsit)碼較(kh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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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致性；讀者若無學、毋學台語文，當然是讀著真辛

苦。

　　(3) 提宋澤萊的台語文來涵蓋所有的台語文是「以一蓋全」的

錯誤邏輯。

下面一條一條來分析：

 (1) 是台語的腔調差別：台語雖然有宜蘭腔(代表純漳腔)、鹿港

腔(代表純泉腔)的差別，其他地方是漳泉混合腔；但是因

為遷徙、婚姻、生活的適應、有聲媒體的影響，一、兩百

年來到最近幾十年來，各種腔調慢慢仔趨向一致，就有所

謂「優勢腔」的名稱──，也就是大部份的人所講的，逐

家攏聽有的一種台灣話。我本身是鹿港人，為著生活、佮

人講話接接(tsih-tsiap)的方便，鹿港腔嘛愛綴(tè/ter3)人咧改

變，這是語言自然演變的趨勢。黃春明所講的「宜蘭腔、

鹿港腔不一樣」卜按這推演出「台語卜按怎寫？」的結

論。是毋知台語的發展演變。

用漢字書寫有一个足大的特色，就是：共款的文字，會當唸

無共款腔調的音，所以宜蘭人佮鹿港人、其他地方的人看著共款的

台語文字，就唸 (in)家己的腔調。親像：

　          食     飯    配   魯  卵。

　　　 宜蘭： tsia̍h pūiⁿ phuè lóo nūi.

  　　　 鹿港： tsia̍h pn̄g phèr lóo ln̄g.

  　　　台北同安腔： tsia̍h pn̄g phè lóo nn̄g.

　　　　(大稻埕區)

目前咱所看著的台語文學(包括散文、詩歌、小說、史詩等)的

作品誠濟，全台灣各地無仝腔調的作者攏有，就囥佇黃春明演講的

地點──國立台灣文學館的「台灣本土母語文學常設展」。伊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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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所在演講，煞講台語無「標準的音、字」，真歹(phái)用文字寫

作文學作品，等於是家己共目睭掩(ng)起來，講：「無看見!」「國

立台灣文學館」幾落年來的拍拚收藏煞予人看做那糞埽咧!自由時

報5,26的報導標題是：「黃春明論台語文 成大教授踢館」請問：是

啥乜人來踢館？

(2) 宋澤萊的台語文屬於台語文發展史中的早期試驗作品，有

伊的限制。林香薇〈論宋澤萊台語詩《一枝煎匙》的用字

與用詞〉(《師大學報》48卷第2期【人文與社會類】)說：

第一、宋氏的用字向來是以字源字為主；第二、宋氏較少

使用方言字，所以出現頻率都偏低；第三、從〈抗暴个打貓市〉

(1987)到《一枝煎匙》(2001)，宋氏的標音字和標義字的使用比率大

幅升高，尤其是標音字的部份。《一枝煎匙》裡詞彙選用的情形

……，常常夾雜華語詞彙、文言語詞，使得文讀音語詞大量增加，

尤其是華語用而台語不使用的詞彙，往往阻礙了讀者的閱讀。

按宋澤萊的〈抗暴个打貓市〉(1987年)到現在，台語文的發展

已經行向會當順利書寫並且有「一致性」的地步：

a.用漢字的一致(大多數以教育部的700字詞為主)。

b.使用「漢羅台語文」(以漢字為主，揣無適當漢字的就用羅馬

字)。

黃春明敢捌勻勻仔(ūn-ūn-á)讀過台語文學作品？敢捌真正對台

語文好好仔研究？(伊講「標準字沒有，有的話都是借音借字。請

問：台語「我是台灣人」是毋是標準字？抑是借音借字？」)毋知

(抑是故意當做無看見)台語佮台語文的發展，煞用早期的、單一作

者「以一蓋全」，是背反事實的論述!

５獨尊統一的「國語」：「中國的幅員這麼廣大，但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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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文字是共通的，但是發音講話都不一樣，還是呢，要來一個標

準語。……這樣小孩子學語言才方便，孩子不能太複雜。你(語言

學習)不方便，反而增加了他們的一個一個學習的困難。所以北京

話只有四聲嘛，陰陽上去，那這個北京話，是這樣子的。」「台灣

人，為了說要重視本土的教育，……鑽到牛角尖去了。我去年到災

區去表演，帶著劇團去表演。高雄縣的六龜國中，有閩南人，有客

家人，還有原住民，還要學英文。這裡是閩南話，……這邊就客家

話，那邊是原住民。我想，學生會瘋掉。也真的是很了不起。怎麼

搞成這樣呢？教育搞成這樣？」蘇貞昌咧做屏東縣長的時，是母語

教育上有希望、上成功的時期，按黃春明面頂的話會當證明。學講

家己的母語哪會「起痟(siáu)」？若會當閣學別人的母語，增加溝通

的機會，毋是閣較會促進無仝族群的和諧？伊煞顛倒講「教育搞成

這樣？」1996年的《世界語言權利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Linguistic Rights)支持語言權利，特別是瀕危語言的語言權利。傳承

母語，維護少數族群的語言權利，是符合國際潮流的語言權利的；

伊無安爾想，佇伊心中干礁有統一的「國語」。

結論：

黃春明先生是有名的鄉土文學作家，得著一般人的肯定；毋

拘佇「台語文書寫與教育」的議題上，伊親像一粒棋仔予人囥毋著

位。伊的觀點是：獨尊統一的「國語」，說、寫原住民語、客語、

台語會增加混亂；完全抹烏台語佮台語文的發展、台語文教育的事

實；全盤否定了台灣人幾十年來佇艱苦的環境中為著保存母語所做

的苦心佮對未來的希望，毋才會引起抗議、致使「台灣人」煞用

「國語」罵「五字經」，使予兩爿(應該是三爿，「百年小說」無

包含台語小說，雄雄出一个〈台語文書寫與教育的商榷〉的議題)

攏受傷的遺憾事(tāi)，是啥人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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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人有各人的觀察點佮認知，無法度要求一致；但是，黃春

明先生是徛(khiā)佇台頂向逐家講：台語文無標準化，用文字寫(並

且台語文只限佇漢字)真歹(pháin)看有、上好是用華文寫。咱毋通看

輕伊的影響力(按照主辦單位的計畫，這是全程錄影，卜予有興趣

的事後佇網路上隨時點看的)，蔣為文認為黃春明扭曲了規个台語

文書寫佮教育，擋袂稠(tiâu)才舉牌抗議。

「事無兩造之詞，則獄有偏聽之惑」，當學界、媒體攏咧譴

責蔣為文的時，我感覺有必要共現場黃春明所講的重點佮「我的認

知」講乎清楚，請逐家心平氣和來做一個公評。

最後，我閣強調：語言是文化上重要的要素，語言若消失，

文化就無存在，彼个族群也就消失矣。原住民就是上好的見證；所

以現在的原住民嘛咧用 (in)的語言文字來記錄 的心聲、 的文化。台

灣人敢忍心看著家己的母語、台灣文化消失嗎？

（作者是成功大學中文系退休教授，201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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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語文學的未來

－－黃春明事件的文學史反思

Nā想beh救某1種語言能力（competence）ê價值，tio̍h-ài

先救市場─語言市場，換1句話來講，tō是生產語文生

產者kap消費者ê kui套政治、社會條件。

－－Pierre Bourdieu 2001: 57

施俊州

台語文學的未來、前景如何？這個問題，同524發生在台灣文

學館的蔣為文嗆黃事件（黃春明事件，或稱「蔣為文事件」），莫

非可以勾搭起來談？筆者的畢業論文，研究的是戰後台語文學與

華語文學的「語際」關係，老實翻閱了一些史料，包括在海外發

行的《Tâi-oân Gú-bûn Go̍eh-pò》（台灣語文月報）、《Tâi-oân Lūn-

pò》（台灣論報）系列刊物（1977-79，TTT in New York），以及部

分1975-89年出刊的黨外雜誌。平心而論，524事件不足為奇；歷史早

有先例，而且層層疊疊，有如山外山、瓦甍之外的瓦甍。

綜觀這些無獨有偶的紛爭、論戰，乃至假語言、文化議題外

顯的政治案件（比如1978年林義雄提案增列省議會內規「中國語

言」條款的例子），無一例外，「反」方皆不乏台籍人士、「本省

籍」作家，亦即同語族出身的知識菁英。

1948年7月14日，漳州來台劇人陳大禹（1916-85），在《台灣新

生報》「橋」副刊發表劇本《台北酒家》的序幕。該劇有一樣語言

特色，即反映當時酒家各色人等語言使用「混雜」的情形；劇中角

色，依照不同語族身份、對話情境及權力脈絡，因時因地、依對

象轉換3種主要語言──日語、台語和華語，堪稱社會語言學符碼

轉換（code switching）的最佳範本。像這樣透過符碼轉換的文體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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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進步性」遠遠超越主要訴諸台語借詞（borrowing）的華語鄉

土文學（稱「鄉土文體」）；「理所當然地」（naturally），遭致

「本省籍」作家的反對。林曙光（瀨懶人，高雄人）即發表〈文學

與方言〉（07.19，《橋》副刊），認為無須開歷史進化的倒車鼓勵

台語文學；「正如不必積極提倡日文寫作一樣，對台灣文學不僅沒

有好處反而有壞處」。（詳見邱坤良2006：137-42）

1 9 6 5年6月，《笠》詩刊7期「作品合評」欄，針對林宗源

的詩作〈我是神〉「各言爾志」；參與合評的詩人，有台籍

（Formosan）、有大陸人（mainlander，與「Formosan」同為戰後美

國國務院對台彎住民結構的分類）。所謂「外省籍」的大陸人，態

度反倒比較溫和、善意；台籍詩人的發言則謹守鄉土文體的底線，

堅持漢字借詞的華語文學主體性，乃至反對、「諷刺」。筆者曾

說，這是華文體制建立、熟成以來，主流文學社群公開討論台語

「文學」的首次，意義非常（1957-58，《文友通訊》有關「台灣方

言文學」的書信記錄，是「私下」討論的頭一回）。稱「〈我是

神〉事件」，代表在地多數語言台語和外來「國語」，兩種語言文

化生產場域的交綏、重疊或接觸；語言接觸之所以發生「問題」，

在於林宗源寫的是現代詩、新詩──這種文類原本就在華文場域的

內部。相對的，1950年代以降台語固有的文化類型，比如白話字文

學、歌仔冊、流行歌、舞台劇、傳統戲曲，以及新興台語片、電視

連續劇或單元劇，則在主流文學場域之外，成了相對「與世無爭」

的文化產品（呂訴上的欽定「國策劇本」是例外）。

林宗源1 9 6 0年代的詩作，純就字面、語法來看（不考慮訓

讀），可以歸在鄉土文學一類，是戰後第二代作家開始操作「母語

入『詩』」文體（非母語寫詩、寫小說）──整體時代風格的一部

分。林台語作家身份的確認，在1970年代初期，也就是鄉土小說開

始典律化、白話字幾乎全面遭查禁的階段；「方言詩」寫作，後有



台灣作家ài/oi用台灣語文創作     ��

相對照顧台語語法、用字的向陽「奇蹟」式地加入（戰後第三代文

藝青年第一人），正式確立。

鄉土文學，尤其是小說，對台語文學發展史的意義，在於讓

華語文的生產者與消費者──作家與受眾，看見台語文學的幽靈。

華語文學，一方面透過鄉土小說的典律化，收編台語；二方面，藉

諸教育所建立的語文正當性、合法性，集結各部社會差異（差異社

群）為「神聖同盟」，試圖袚除此一文學幽靈。這可以從鄉土文學

論戰期間，正方代表陳映真、王拓，乃至反方朱西甯等人，或警告

或檢查、或溫馴自白，試圖為「母語入詩」的文體操作設定上限看

出端倪。後來鄉土文體連同西化語句，遭受語言純化論者的批評，

於此顯得有憑有據；向陽對個人的「方言」寫作流露悲觀之情，也

能得到理解。

在這個歷史脈絡上，林宗源發表〈以自己的語言、文字創造

自己的文化〉（《笠》93：1979.10），明確指稱「台語」和台語漢

字，並以此規範、定義所謂「鄉土文學」，也就成了島內最理直氣

壯的文學宣言。

悲觀也好，理直氣壯也罷，歸根結柢，牽涉台語作家對未來

語際關係的不同想像，「問題」不大。然而，台語詩人或悲觀或理

直的語言獨立論，同鄉土文體論的「文學與方言」想像之間，卻有

著難以化約的歧見──到底是「語」際關係，還是方言與標準語

（華語─文學）的關係？倘若是「文學與方言」的關係，自由派和

民族左派論者儘可逞其「樂觀」其成的文學史想像。1980年，黃春

明應「時報文學週」之邀，就「方言」與文學的關係發表專題演

講。黃的部分論點複述在劉紹銘的一篇短文，篇題就叫〈方言與文

學〉（九歌版《風簷展書讀》，161-4）；有關文體操作的主張，完

全不出瀨懶人以下主流文學成規的立法：台語的「特殊性」張顯、

消融於華語的一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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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方言在小說中的地位。譬如說，我要

處理一個老臺老廣對罵的場面──罵得面紅

耳赤時，你有你的「省罵」、我有我的「省

罵」，絕不會肯說一兩句，「他媽的」就甘休

的。而「精采」的地方，一定只有方言才說得

出來。（黃的言論）

劉紹銘和黃春明對於「方言」使用的樂觀態度，來自於他

們對華文語言主體性的堅持，以及文學創作的寫實原則，或再

現原則。「方言」同華語文正反「辯證」（或稱「混雜」）的

樂觀論述邏輯，後為不同文化、政治立場的呂正惠（1992/95）、

邱貴芬（1 9 9 2）等人所接收，並發揚光大，成為台語文學運動

期（1986/89-）語言論戰──文化袚除（exorcis ion）vs.幽靈纏祟

（hauntology）的潛在因子。

台灣的語際衝突，早於語言這項差異政治化、激進化伊始的

1980年代。黃春明事件，說白，不過是運動期重重疊疊論戰中的一

遭。有人或將衝突歸罪於台語文運動者的本質論策略，甚至態度、

風度：台灣（語）文學正名論；不承認華語的本土語言地位，稱

「外來語言」、「殖民語言」。先不說少數社群操作策略性本質論

的權利，須知「本土」與「外來」之間，本來就存在著一套自然化

（naturalize）的歷史機制與過程；這歷史機制與過程，又是另一套

人為政治、社會條件所決定的。激進如蔣為文，不也有專屬他自己

的、承認「台灣華語」的條件說嗎？怎麼能片面承認戰後華語的文

化正當性，然後要人家不去反省整個歷史過程與政治、社會條件，

再替人家貼上語言民族主義、福佬沙文主義的標籤呢？好「拜物」

的台灣文學界、台灣社會！

當蔣為文默默拉起黃底紅字的海報紙：「Tâi-oân chok-ka ài iōng 

Tâi-oân-gí chhòng-chok !」黃春明視而不見；他看到的是這兩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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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分三次把句子讀完整：「台灣作家不用台灣語文／卻用中囯語創

作，可恥！」隨即說出自己的回應：「這位先生，你太短視（管

事）了。你也可恥！」黃春明動怒了，口角於是發生；眾黃春明們

一時無所措其手足，繼而義憤、起鬨、「趕人」。他們全被蔣為文

呼召（interpellate/position）了，坐實在下列的觀念位置上：1）否認

台語和華語是語言、非方言之間的關係；2）將所謂「方言」之間

的差異問題，同島內的族群矛盾相構連（articulate）、加以論述，

完全否認台語（Taiwanese）、台灣語言（Taiwanese languages）在分

類上、歷史上的現實性與合理性；3）漢羅文「不倫不類」說：華

語漢字論的問題意識或意識形態假設，疏忽「漢字無法完全表記

台語」的語言學理；4）書同文、言殊方的文言封建觀：「謝天謝

地」的語言大同意識（語言共產），重點在「書同文」三個字，透

過漢字的共性迷思抹除台、華語的界線，進而犧牲其他漢語「方

言」文字化的權利；5）欠缺語言規劃（language planning）的視

野，將公部門義務當行的語言規畫所要解決的問題，拿來責求民間

的台語漢字、羅馬字使用現狀，再主張台語「一地一腔」，是生活

語言、無需正規教育。

切急的是，基於這樣的語文盲點和華語人身份認同，本土語

言之間的資源分配極其不公不義；侈談多元主義的chhùi-tûn-phôe禮

數、「尊重」、「理性」，無從反映在制度性安排。這才是當今台

語文救亡、復興的政治、社會反條件，以及未來。

在這種情況下，台灣文學的語言論爭還將「不以意志為轉

移」地持續、發生，與蔣為文何干、黃春明何干？誰當場飆寫不寫

實的五字經「國罵」，也就無所謂了。──2011.06.05鹽埕明興路

（作者為文學評論家、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博士，發表於網路，

201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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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春明大師談台語文學-2
洪惟仁

春明大師雅鑑：
稱呼您「大師」不但是一般對您的認定，同時也出自我的真

心。回想七十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的時候，我雖然被迫去「牛奶島大

學」進修，但也相當關心。當時鄉土文學被國民黨及其御用文人定

性為「工農兵文學」、「狹隘的地方主義文學」，有被中共利用或

走向台獨的危險。我們在「牛奶島大學」進修的同窗，不論統獨都

是支持鄉土文學，並且把鄉土文學作家當成英雄崇拜的。您也曾經

是我們崇拜的作家之一。可是曾幾何時，鄉土文學取得了正統，主

流的文學史地位，被排斥者卻變成了排斥人的，不免令人婉惜。

踢館失禮，國罵失格
五月廿四日您在台南台灣文學館演講，遭蔣為文副教授踢

館、嗆聲，您盛怒之下，大罵「教授，會叫的野獸」、飆華語五字

經，並且脫衣要打人。種種言行，完全出人意表，有失「大師」風

範。

事發當時，來聽您演講的粉絲們用把蔣副教授趕出去的方式

來挺您，事後某些媒體一面倒地臭罵蔣副教授。您是否感到一點溫

暖或安慰了呢？可是作為一個支持台語文學的知識人，我的心卻很

難過。鄉土文學作家最鄉土的罵詞是台語「三字經」，您已經「進

步」成華語「五字經」。您用最不鄉土的方式罵人，不只「大師」

之名需要「商榷」，我看您是否還是「鄉土文學作家」也必須「重

新評估」了。

平心而論，蔣為文這個後生小子到您的演講場去踢館、嗆聲

實在是有失禮節與風度。從李登輝總統執政力唱本土化至今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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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幾年，還需要為了台語文書寫的問題舉牌抗議也令人悲哀。

七十年代鄉土文學被統派作家圍剿，論戰不到十年就獲得了肯定。

反觀台語文學運動至今已經二十幾年，其遭遇之坎坷，豈不堪憐？

設身處地來想，蔣副教授的嗆聲和您的盛怒都是可以理解

的。四十年來，您備受台灣文學界崇拜，享受了「大師」榮銜，忽

然被一個後生小子全盤否定，罵為「可恥」，當然會「盛怒」了。

但是以同理心來思考，台語文學運動也有一批信仰者，蔣副教授是

其中的一名狂熱份子。他從大學時代就參與了這個運動，並因此改

行唸語言學，成為台灣文學運動的大將。台語文學就是他一生的志

業，如今台語文書寫被全盤否定，能不出來踢館、嗆聲?

回想一九七○年代，朱西寧、彭歌、余光中等大陸人作家為

文把鄉土文學比喻成中共提倡的「普羅文學」、「工農兵文藝」，

引起了一場激烈的鄉土文學論戰，那時候您站在那一邊？您對余光

中那篇「狼來了」能不感到「盛怒」嗎？對台語文學運動而言，您

的「商榷」豈不等於余光中的「狼來了」？被您否定的台語文作家

難道不「盛怒」嗎？您的演講題目「台語文書寫與教育的商榷」已

經充滿了挑釁的意味；在演講中用侮辱的字眼大罵台語文「不倫不

類」，還把鄭良偉教授和我都扯了進去，說出「笑死人了」的話。

這種情形，對於一個以台語文學為一生志業的年輕人而言，真是

「斯可忍，孰不可忍？」，不出來踢館，更待何時？

寫作即翻譯？
鄉土文學能夠平反，掃除污名，回歸「文學」的基本面，成

為台灣文學的正統是歷史的正義。不過鄉土文學的骨幹是中文，中

文裡掺入一些台語詞，對標準中文而言是一種雜質，但從文學的角

度而言，卻是台灣鄉土文學不可或缺的元素。剔除這些「雜質」，

就少了鄉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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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台灣鄉土文學不能取代台語文學，也不是唯一的台灣文

學。因為鄉土文學在創作的時候其實已經先在腦子裡作了翻譯，並

不是原汁原味的台灣文學。阿土伯有一個笑話，說有一個人拿了一

幅複製畫，炫耀他的畫技，別人說「看起來是不錯，可是我要看原

作。」這個人說「我不曾畫過原作，只有複製畫。」別人說「嘐韶

(hau-siâu)，那有這種事？」這個人說「真的，我說的是實話，因為

我的名字叫『台灣作家』。」〈刊『台語文摘』革新一期，1992。

原文是台語文，翻譯如上〉。關於這種情形，鍾肇政大師也感同身

受，曾經撰文「寫作及翻譯？」〈一九九一聯合報，轉載於上刊頁

二十一至二十三〉感嘆台灣鄉土文學作家的無奈，因此在作品「怒

濤」中的對白中，完全反映了語言的實際，日語、閩南語、客語同

時作為作品的一部份，而不是如過去的鄉土文學作家，把鄉土語言

當成是加味的香料而已。同時，東方白的「浪淘沙」也採取同樣的

手段。

這些作品都是企圖排除「寫作即翻譯」的困境，用人民的語

言，如實地把人民的心聲表現在文學作品中。其創作策略比七十年

代的鄉土文學踏進了一步，再一步就是純粹的台語文學了。大師如

果可以忍受全口語對話的台灣文學，有什麼理由不能忍受純口語的

台語文學呢？您是否認為台語只能為華文文學加料，沒有資格作為

文學語言？果然如此，那麼您的理由何在？

華文作家的誤會與杞憂
中文作家反對台語文寫作不是今天才開始的，早在八○年代

就有不少奇言怪論出現（如陳若曦、廖咸浩等，我與他們的論戰，

收入拙作《台語文學與台語文字》，前衛，一九九二），大師的反

對言論不免有些後知後覺了。當時反對者反對的理由歸納起來有

三，一是從溝通功能出發，認為創作「方言文學」沒有市場，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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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文學家的精力；二是認為台語文學是走向台獨的分裂主義文學；

三是誤以為「台語文學」即閩南語文學，提倡「台語文學」是「以

暴易暴」〈大部份是外省作家或客籍作家〉，如彭瑞金有言：「台

語的困境是受迫害而來的，豈可搖身變為迫害者自我平反呢？」。

不過就我所見，還沒有聽過有人把台語文說成「不倫不類」的無禮

之言。

以上的理由其實都出於一種誤會與杞憂。先談政治杞憂問

題。鄉土文學論戰時期，大陸籍作家憂心鄉土文學有走向台灣獨立

的危險。不能否認鄉土文學作家有支持台獨者，但事實上有不少作

家是統派，陳映真就是一位代表；報載您在演講中大談「台灣中國

同文同種，不應搞一邊一國」，可見對大師而言也是一種杞憂。台

語文學家中有沒有台獨支持者呢？當然也有，但是作家選擇自己的

政治信仰是他的自由，作家選擇什麼語言創作也是他的自由。不能

因為作者中有人如何如何，就全盤否定整個文學。鄉土文學中文作

家享受了四十年的正統地位，反過來以同樣的誤會與杞憂為理由，

污蔑或壓制台語文學發展，這是「狼來了」的翻版，十分諷刺的歷

史循環。

至於把台語文學解釋為閩南語文學，這更是一種故意扭曲。

我只聽過「台語文學才是正牌的台灣文學」的話，從來沒有聽過台

語文學作家中主張「台語文學不包括客語文學、原住民文學」、

「只有閩南語文學才是台灣文學」的言論。原民會、客委會成立之

後，原住民及客家的文化與文學所得到的補助與體制支持已經大大

超過閩南語文化與文學。現在談這個問題已經過時了。

如果「兒子的大玩偶」用台語文書寫
最後討論台語文學的市場。我們不否認台語文學「小眾傳

播」與「非主流」的困境，但我們也反對運用主流暴力壓制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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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作家創作台語文學的權利及將台語文學發展為「大眾傳播」與

「主流文學」的可能性。

作家選擇其創作語言與文字形式是他的基本人權。溪邊的小

花，即使無人理睬，仍然有開花的權利。選擇把一生的精力投注在

沒有市場的母語文學，不但是他的權利，也是值得尊敬的事。當年

大師在創作鄉土小說時，有沒有想到有些話如「兒子的大玩偶」裡

出現的「柴頭仔」（木頭）、「應得好」（答得好）可能造成閱讀

的困難？可能被罵為「不倫不類」？如果您因而改用標準華語，大

作會不會有相同的藝術效果？

這篇小說後來改編為電影，極端地採用純台語對話，比原文

更令人感動。電影譯成十三億人都聽得懂的華語，它的藝術性肯定

會大打折扣吧？我們設想，如果當初您創作「兒子的大玩偶」時採

用純台語文寫作，而不是一開始就自己譯成中文，大作是不是會有

更高的藝術性？電影把您的大作再翻譯回台語，有沒有失真？會不

會像鄭良偉教授把大作翻譯成台語文一樣讓您失望？您如果一開始

就用台語文創作，您的作品就是原作，沒有翻譯失真的問題。

從現實的觀點，用台語寫作，「兒子的大玩偶」也許會變成

無人理睬的溪邊小花吧？您很聰明，並未這麼做而採用了中文創

作，因而得到「鄉土文學大師」的尊號。但是現在有些人用純正的

台語文寫作，不計較名位，只為了文學表現，他寫的小說，可能有

些比「兒子的大玩偶」更傑出，卻沒有人注意。大師不但不關心、

不鼓勵，反而罵他們「不倫不類」，這是甚麼心態？大師！文學家

的可貴在反應真實的人生，迎合主流市場的文學創作能夠算是純文

學嗎？不用純母語文創作可能出於大眾傳播的考量，也可能因為缺

乏母語文寫作的能力，這些都是可以理解與原諒的，但是無論什麼

藉口都不能作為詆毀母語文學的理由。

在文學史上，用人民的口語創作，寂寞了幾百年，甚至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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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才得到正統地位的例子所在多有，中國的白話文學、韓國的諺

文、日本的假名文學，千百年來都曾經在漢文的主流統治下屈居末

流，近代以來卻紛紛升格為各國的文學主流。台語文學將來的命運

如何，要看台灣各族人自己的努力或時勢的推移。即使將來證明它

是沒有前途的語文，也有語言學或文學史的價值。為什麼不讓他像

西夏文一樣，在歷史上保留一些文獻？如果它是有希望的語文，豈

可粗暴地否定它們成為主流文學的可能性？污辱了作家為非主流語

文奮鬥的悲劇性情感？在二十一世紀的現代台灣，還有這種反民主

的思想，豈不可悲嗎？

何況，漢字書寫的閩南語文學從「荔鏡記」以來已經將近

五百年，至今綿延不斷；白話字文學也有一百六十年的歷史；近年

來又融合成一種十分有效的漢羅夾用的文字形式。至於客語、原住

民語文學也有可觀的成績。否定閩南語文學的豐富、多元，否定台

語文學之美，徒然表現其文學品味的狹隘罷了。

敬愛的鄉土文學大師，在五二四台語文事件沉靜了一陣子之

後，期待您能夠溫習一下各國的白話文學史，嘗試去了解一下台語

文學的歷史與現況，從文學本位的立場，重新思考台語文學應有的

地位。當然，我更希望您不但是鄉土文學大師，也是未來的台語文

學大師。

敬頌    文祺

 洪惟仁敬上

 2011/6/18初稿

 2011/7/13二修

（作者為台中教育大學台語系退休教授，初稿發表於Facebook，

201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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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語文中風了有什麼好笑？

－－評春明大師在淡江大學

「全國台灣文藝營」的演講

洪惟仁

今年五月廿四日黃春明大師在台灣文學館演講「台語文書寫

與教育的商榷」，因為題目具有挑釁性，加上演講當場對台語文發

出污蔑、侮辱的言論，引起成功大學蔣為文副教授的不滿，舉標語

斥為「無恥」，黃春明先生「盛怒」之下，飆華語五字經，又脫衣

示意要打人。新聞界稱為「五二四事件」。

事件後兩個星期我寫了「給春明大師談台語文學」一文，因

為失去了「新聞價值」，被兩個報社退稿了。我不免感嘆，台灣的

報紙已經變成了炒作新聞的工具，而不是理性輿論的平台！後來我

把文章貼在我自己的「花思木」（facebook）上，我的評語是「踢

館失禮，國罵失格」以及澄清一些國人對台語文學的杞憂與誤會。

此文意外引起很大迴響，到處轉貼，至今網路上還在流傳。這使我

意識到，台灣的輿論市場好像已經悄悄地由報紙轉到網路了。

文章發表後，沒有看到春明大師發表任何回應。我想古稀之

人，會去棲息「花思木」的網蟲，大概也是稀有動物吧？

不過今天（2011, 07/09）春明大師在淡江大學「全國台灣文藝

營」現身，以「文學春光明媚」為題發表演講，用了三分之二的時

間大談台語文。這是大師第一次間接地回應了「五二四事件」。大

師不再用任何侮辱的字眼談台語文或台語教學了，報載他「幽默生

動的言語，讓全場五百多位聽眾聽得入迷」。

不過細讀內容，卻讀不出什麼幽默。春明大師說：「台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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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風了，要每天復健」居然會被認為「幽默」！如果有朋友告訴

你：「我媽媽中風，每天都在做復健。」你可能回答他：「你實在

幽默，我聽了很好笑」嗎？「全場五百多位聽眾」的頭腦到底怎麼

了？

誰不知道台語文「中風」了？問題是如何面對。台語是我們

的母親，台語文中風了，要趕快叫救護車去大醫院急診，想辦法救

媽媽的才對。我們在二十幾年前就把台語文送去急診了，十年前教

育部已經把「本土語言教學」編入小學正式課程，大量的語言學

家、台語文作家正在配合教育部，進行著台語「復健」呢！這些台

語學家、台語文作家就是救媽媽的醫生，春明大師在五二四的演說

中大罵這些救媽媽的醫生「不倫不類」、「笑死人了」，如今又在

演說中，說出「台語文中風，要每天復健」的風涼話，聽了不免令

人心酸。

大師又提到「當年游錫堃任宜蘭縣長大力推行台灣話，他便

糾正縣長「台灣話應該改稱本土語言…。」我想做個補充。二十年

前游錫堃縣長搶先在宜蘭縣實施母語教學，請大師擔任總編輯，請

我當顧問。當時一般都說「母語教學」。我記得縣長在宜蘭請我們

吃飯的時候，我就提議不要叫「母語教學」，要叫「本土語言教

學」，因為當時已經有許多孩子的母語已經是華語了，何況即使是

外省人或外地人，也要入境隨俗，學習本土語言，縣長和大師都贊

成我的意見。

接著我就問起音標怎麼辦？縣長說，就由你來決定好了。我說

不行，最好全台灣要統一，否則各縣市各行其是，各教一套，會發

生混亂。當時縣長席民進黨拿了七個縣市，局勢大好。我說至少民

進黨執政的縣市要統一，開個研討會來討論一下。縣長聽了我的建

議，終於在我的安排下，假中央研究院開了一場「本土語言教學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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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音標研討會」，出席者約有200人，所有討論音標的、發明音標的

主要人物都邀請了，主席由姚嘉文擔任。

不過會議過後，大師一手獨攬宜蘭本土語言教學，所有教科

書的編纂都由他一人決定。我被排除了，直到書編出來，連給我

「顧問」一下都沒有。原因是我在音標和文字方面和他有歧見。我

認為台語要正式進入學校課程一定要有音標和文字，但是大師認為

鼓勵學童說台語就好，不必教音標的，更不要台語文字。後來宜蘭

的母語教學教科書真的沒有台語音標，也沒有台語文字。

我把這個史實寫出來，是要證明，大師反對台語音標和台語

文字其實是他一貫的主張，五二四事件的演說，決不是臨時的想

法。

※賈彬先生提醒九二四是五二四之誤，2011/7/20修正

（作者為台中教育大學台語系退休教授，發表於F a c e b o o k，

2011/6/18；2011/7/9完稿刊「花思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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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加拿大的法語看台灣的台語

胡長松

據中國時報5/31報導，小說家黃春明先生在5/24的演講中說：

「本土語言不能在教室裡面學，阿公阿嬤就是最好的本土語言老

師」，筆者認為這是看不清母語教育的問題焦點，因為母語只在家

裡教育，根本就不足，而「本土語言不能在教室裡面學」的說法甚

至是違反語言人權的觀念。

舉加拿大為例，法語人口在加拿大總人口的佔比是22%左右(僅

次於英語的56%)，因此，在加拿大，法語與英語同為國家的官方

語言，國家級的公文書以這二種語言並列。而至於在法語人口佔

比高達80%的魁北克省，法語的地位就更高了，享有省級的唯一官

方語的地位(French is the sole official language in Quebec at the provincial 

level)。什麼是省級的唯一官方語呢，亦即省級的公文書寫以法語進

行就可以，省轄教育單位以法語作為教學語言，這不是說上上法語

課而已，而是用法語來施行數學、科學和各項學問的教導工作。

加拿大的情形如此，而台灣呢？以台語為母語的人口佔了台

灣總人口的70%以上，但我們從未見台語用在公文書，至於在教育

上，僅僅每週一小時的母語教學就被論為太多，更遑論是以台語作

為教學語言了。台灣語言人權的程度差矣！若比照加拿大，台灣至

少也要在各級以台語為主要人口的縣級學校實行以台語為教學語言

的各項教育才對。

既然這樣，為什麼黃春明先生要說「本土語言不能在教室裡

面學」呢? 我想，恐怕他是不懂得世界母語人權的標準，而且他也

不懂得現代有心的父母教導子女台語的辛苦吧。以筆者為例，筆者

已經出版了幾本台語小說，自孩子們小時候就和他們以台語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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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的孩子一開始上學，就不喜歡使用台語了。為什麼呢？因為在

學校使用台語就得不到知識，在學校使用台語找不到朋友（而知識

和朋友都是他們現在段重要的東西），以至他們在學校的北京語一

元教育環境下，強烈地改變了說母語的習慣，這難道不是活生生台

語的悲哀、不是台灣小孩的悲哀嗎？一個台語小說創作者猶如此，

更何況其他人呢？我只是要說，沒有學校教育支援，在家怎麼教母

語，都是不夠的。

請黃春明先生正視這個台語教育不足的問題，更要請所有台

灣人正視母語人權不足的大問題！！

（本文作者為台語小說家，發表於網路201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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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語文殺手

張淑真

黃春明先生還在用十九世紀語言學未發達前的論調定義「台

灣話」，還「外行指導內行」主張台灣話在家裡學，會聽會講就

好，不必去學校學習讀及寫。

黃先生說洪惟仁教授還在中研院，那是二十年前的事。黃先

生可能不知道網路世界已有多少台語文的資訊，台文界的友志出錢

出力去打拚爭取Taigi Unicode台語輸入法、客語輸入法，他一定不

知道台灣國內早就有用台語文書寫的碩博士論文。他歧視台灣話文

上了大學系所的不堪，就像曾任成大台文系主任吳密察教授也公開

講：「台灣話只是speaking language，而不是writing language」一樣，

太多人自己不學、不寫台語文，卻三不五時批評台語文，對台語文

界指三道四，順便踹台語文一腳，原來台灣話文的殺手就是這些讀

書人。

其他還有更離譜的，國內某些台灣語文系所，根本不開台灣

語言課程，甚至不准研究生用台語文寫畢業論文，難怪有些台文系

的學生不會講台灣話，畢業後不敢去學校教台灣語文的課。

若有了解台灣歷史的人就知，從十七世紀的新港文《紅毛

契》開始，就有台語文的書寫，一八八五年發行台灣第一份報紙─

《台灣府城教會報》，一直到二十一世紀的今日，台語文的著作、

出版品，不管是品質或是數量，都愈來愈晟颺（盛行）。英國有用

英文書寫的英國文學，日本的日本文學用日文寫，台灣當然也有用

台語文所寫的台灣文學，台語文學相當於台灣文學（回應陳芳明先

生）。在「爹不疼，娘不愛」的惡劣環境底下，台語文的有志人士

繼續寫作，創造出外行人無法想像的著作。

既然台灣是一個實施民主、重視人權的國家，就應該儘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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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語言平等法，主政者應該遵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文化多

樣性宣言〉及〈世界語言權宣言〉來搶救瀕臨滅絕的台灣語言，不

能明的不作為，暗的卻指使、收買打手公然消遣、歪曲台灣話文書

寫，阻止台語文的教育。 

（作者為成大台文所碩士、台灣母語教育學會理事長，發表於《自

由時報》自由廣場，20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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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來共創母語文學

張復聚 

看到馮老師對客語文學的寄望，令人感慨！

自1948年聯合國發表世界人權宣言以後，聯合國及許多其他國

際機構又陸續頒發數量龐大的類似宣言或文件，為數近百種，一再

強調的核心價值是關於『基本人權』的定義與確立，『語言權是基

本人權』是其中最常被提出的項目之一，也早已成為學術界的共識

（陳淑嬌1994：226）。

基本人權是指“人，因其為人而應享有的權利”，是不容任何人

以任何理由任何手段來干擾、改變與剝奪的國際公認權利。

簡單來說，語言基本人權包含教育權、傳播權、使用權、和

命名權。教育權就是政府應該對孩童實施完整的母語教育（如紐西

蘭毛利人母語教育、台灣只有少得可憐的應景做為）；傳播權就是

各種大眾傳播媒體（報紙、電視、廣播電台、公共場所等）必須有

母語服務(台灣僅有部份實施、比瑞士差太遠了)；使用權即人民有

權利在任何場所使用其母語（1990年以後台灣人才有）；命名權就

是人民對其熟悉與使用之事務，如姓名、地名、族群名、部落名、

文化、語言等有自己命名的權利(目前只有姓名權與原住民族群部

落命名權、其他仍相當缺乏)。

母語文學是保存與發展母語最要緊的基礎工程！語言能力包

含聽、說、讀、寫等4種才算完整，我們學英語、日語與華語就是

如此。台灣人一直沒機會學習讀寫其母語，對母語不太有把握，也

缺乏信心。語言也必須不斷使用、繼續添加新詞彙才不會滅亡。學

術界的見解是要有75%的語族群積極使用才得以維持。

台灣母語經過100多年外來政權統治、有計畫全面性殺戮，至

今已早奄奄一息，救命都不太可能，談何復振？難怪部份族群有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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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的傾向，悲哀至極。像世界級合唱布農族的『八部合音』現在都

使用華語主持與解說，大概根用華語演布袋戲或歌仔戲一樣，原來

的滋味已經走得差不多了。不過，還是有「毋驚死」不死心學者及

民間人事仍不放棄、繼續努力，明知不可而為之！可嘆這些人非但

得不到該有的支持與掌聲，反而被視為『沙文主義』、『獨佔霸

權』等，難道台灣人真的異化(alienation)得如此徹底嗎？更遺憾的

是我們社運界的先知先覺對母語的信心也還相當欠缺，不願大力支

持！誠懇建議會寫作的文學前輩，多少寫些母語文學吧。有作品就

會有讀者，母語就有機會流傳萬世。對多數台灣作家來說，母語寫

作應該沒有甚物困難，頂多只是某些文字不知如何選取而已；如果

真要寫作，願意像曾貴海醫師向人討教學習，很快就有傳世作品問

世！各語族先知們，讓我們共創佳績以待後世吧。

為甚物我一直推薦羅馬字abc？羅馬字可以當注音符號，幫贊

學習台灣各族群母語及世界語言。如果從幼稚園就教羅馬字，學童

可以用來學習世界所有語言，當然包含華語與母語；如此以後到世

界各地做生意，就能輕鬆用對方的語言交談，不是更有利？1997年

我隨高雄醫界聯盟到高雄縣三民鄉為布農族醫療服務，不到2個禮

拜就學會布農族語，祕訣就是羅馬字；我本人也可以用羅馬字讀客

語聖經、多少也學了一點客語，可惜無機會練習、使用。

最後，請容我這樣說吧：『台語』這個名詞，應該尊重我們

台語族群的基本人權。漢語不也稱『名從其主』嗎？如果大家覺得

台語是很好的名稱，大家就都隨時拿來用吧，就像我們都說『我們

都是台灣人、我們的國家是台灣』一樣，不是更好嗎？

參考資料：語言公平網站 http://mail.tku.edu.tw/cfshih/ln/index.htm

（作者為台灣南社母語組第一任組頭，發表於台語網，201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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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語言現象絕對是政治問題

張德本

（本文為讓在台灣不正常的中文獨大體制下的多數人　

理解，權宜以中文書寫，另有台灣語版同步發表）

所謂的「百年小說研討會」五月二十四日在台南的國家台灣

文學館舉行，黃春明受邀講述：「台語文書寫與教育的商榷」。黃

的演講對台語文教育有極負面的意見，越講越激動，更直接點名批

判台語文前輩鄭良偉教授及洪惟仁教授，批評台語文書寫是「不倫

不類」。所以引起成大台文系副教授蔣為文在原座位上高舉「台灣

作家不用台灣語文卻用中國語創作，可恥」的中文及羅馬字雙語海

報靜聲抗議。黃對蔣的抗議回敬比中指飆北京語五字經。

事件發生後，媒體多數聚焦在蔣所表達：台灣作家使用中國

語「可恥」的抗議，缺乏風度，連成大台文系部分教授：林瑞明、

吳密察、施懿琳、游勝冠、吳玫瑛、李承機、廖淑芳、鍾秀梅、簡

義明、蔡明諺等人，簽署發表聯合聲明稿，並獲得成大校長黃輝煌

同意，公告在成大網站首頁的公佈欄。

黃春明對台語文學發展的現象並不了解，一昧以其大中國人

的心態，信口貶抑台語文在先，才引發蔣的抗議，事出有因，為何

幾乎舉世皆盲，無人譴責黃的無知及當眾飆北京話五字經？這種譴

責明顯是嚴重的雙重標準，就像只縱容中學教材文言文的比重惡性

增加，卻只應付敷衍讓台語、客語、山地原住民語列鄉土語言選

修，國小每週一小時，其他學程皆無台灣各母語的銜接課程？

在台灣弱勢的台語、客語、山地原住民語只要要求平等的語

言教育權，就會被打成「分裂族群和諧」的麻煩製造者，這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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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公然違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母語日的精神主張嗎？公平就較

不易引起爭端，不平則鳴，弱勢者的權力，一向都是用抗爭才能獲

取，台灣的民主過程，不也是靠黨外街頭抗爭獨裁，才有如今的果

實嗎？

台灣北京語教育的獨大局面，完完全全是國民黨過去一貫以

「國語推行委員會」主導，一週八小時從國民學校強制教學推動所

造成的。台語、客語、山地原住民語，如今也可以如此比照辦理

嗎？如果可以比照，這纔是真正合乎名嘴、教授們所說的「公平包

容多元族群文化」，否則只是耍耍嘴皮，骨子裡還是中文至上的沙

文主義者罷了。

試問？台灣有一座專業的台語電視台嗎？

台灣有一所台灣文化大學嗎？

美國加州、佛羅里達洲西班牙語電視頻道比比皆是，有

影響美國的凝聚力嗎？

中國廣東因為要廢除廣東語的頻道，引起群眾上街示威

抗議，號稱民主的台灣，不知人同此心嗎？

    

要讓台灣人放棄自己的母語，就是要挖斷台灣文化的根，世

界上的任何語言，只要不跟書寫文字連結，長期下來就是族群文化

走上滅絕，台灣四百年來平埔各族語消失，就是殘酷的寫照！台灣

人要繼續受中文教育洗腦，讓台灣文化被斷根的歷史不斷重演嗎？

不少人將推動「台語文學」的運動者，污名化為「福佬沙文

主義」，這是嚴重污衊，在台灣的中國人，稱北京語叫「國語」，

客家人自稱所說為「客語」，山地原住民自稱所說是「泰雅、魯

凱、排灣……」等語，就是沒有一個族群願意自稱所說的是「台

語」，於是，「台語」這個稱呼，自然就屬於台灣佔百分之七十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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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大族群所專有。從人口比例這絕對是合乎自然公平原則。日本

領台時期，招考巡察補（助理警察），必考一門課叫：「台灣語会

話」，這種專書的內容是用日文假名拼讀台語（所謂的福老話），

就算在所謂皇民化戰時體制下，當時台灣的電台廣播美機空襲警報

也是公開使用「台語」。日本對台灣若是殖民政權，那比起所謂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國民黨政權，到底那一個較尊重「台語」，

請「巨大的作家」，「變色龍歷史教授」判斷回答看看吧！

本人是中國人在台灣第二代，成大中文系畢業，文學創作

四十年，出版十幾本詩文集，1989年就開始寫台灣語現代詩，2007

年專心致力於台灣語文學創作，今年完成「累世之靶」一首台灣語

兩千五百行的史詩，華文我書寫很熟練，就像景仰的台灣鐵路詩人

錦連日文書寫更熟練，但是，華文和日文對台灣而言都是殖民語

言，個人可以很務實同情目前在華文體制下以華文書寫的作品，但

極力抗議挾華文優勢以壓迫台灣語文學書寫的盲動者。當台灣的國

家定位擾嚷不休的此刻，為了捍衛台灣的文化主體，用台灣語寫作

是一位有尊嚴的台灣作家光榮認同母土的選擇，對此有異議者，是

公然違反人類文明平等公義的精神匱乏者。

（作者為台灣文薈總監，台灣語現代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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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語讀寫與母語復振

張學謙

最近新聞界對母語讀寫爭論的報導，聚焦於表面的情緒衝

突，卻沒有深入探討到底贊成或反對母語讀寫的理由為何。平白的

讓這個攸關語言文化多樣性保存與發展的議題，淪為口水戰，實在

可惜。

母語讀寫對於急劇消逝的本土語言復振，有極為重要的意

義，這是母語讀寫現階段最為重要的意義。

近年來不管是福佬、客家或是原住民族都積極的進行母語讀

寫的發展工作。這跟上述語言面臨嚴重的流失有極大的關係。母語

讀寫在語言復興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猶太人的希伯來語得以

語言死而復生，書面語的存在和使用是關鍵因素。李壬癸院士指

出，語言的維繫除了需要日常使用外，最好還要有文字，才能保存

永久。

母語讀寫的情感性和工具性功能是目前本土語言復興運動必

須特別注意加強的地方。母語讀寫需要融入各族群的社會生活當

中，使之成為族群認同的記號，也需要建立母語讀寫的獎賞制度。

比如說，客委會與原住民族委員會提供的母語認證就能為族語書寫

提供工具性的學習動機，促進族語讀寫的發展。

母語讀寫的認同功能，很早就有人提及，連雅堂在《台灣語

典》中提到：「余台灣人也，能操台灣之語而不能書台灣之字，且

不能明台灣之義，余深自愧。」雖然連雅堂是站在福佬人的立場發

言，不過他提到的現象卻也適用於客家族群及原住民族群。福佬

人、客家人、原住民除了不能書寫自己的母語外，也同樣的面臨母

語死亡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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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寫母語是連雅堂挽救母語流失的方案﹕『既見台語之日就

消滅，不得不起而整理，一以保存，一謀發達。』。台灣本土語言

的復振，需要各族群投入口語文化的保存，同時也得建立母語書寫

的新紀元。秉持母語為資源、母語為權利的精神，積極的擴充母語

的地位與功能，爭取制度性的支持，如此一來，母語就能在學校教

育、政府行事、傳播媒體、科技發展、經濟活動、文學創作等領

域，佔有一席之地。母語需要讀寫是因為台灣各族群的語言無法僅

以口語的形式得到保存與發展，必須有母語讀寫的基礎建設，和相

關的社會制度的配合，才能有效的挽救母語流失的危機，創造母語

重生的契機！

（作者為台東大學華語系副教授，發表於台語網，201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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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母語讀寫 行不通

 張學謙

眾所皆知，黃春明不認同母語書寫，也不認為需要教小孩讀

寫母語。他編輯的宜蘭縣本土語言教材，就以音標、文字不統一為

由，以華語書寫，讀者自行翻譯讀出母語。

黃先生是知名的華語作家，但是就像大部份的台灣人一樣，

沒有機會接受母語讀寫的教育，無法寫出母語，情有可原。他逃避

母語讀寫，主張母語無需讀寫，反映社會語言不平等下，常見的鄙

視母語的意識形態。黃春明這種放棄母語讀寫的做法，在實際教學

上，並不可行，對母語保存與教育也有不良的影響。

宜蘭縣政府曾經實施過，黃春明排除母語讀寫的主張，不

過，在實踐中，卻發現無法將文字排除在母語教學活動中。錢清泓

的研究發現，所觀察的24節課中，有13節課涉入了文字、或有關音

標的教學。老師常常藉助文字的輔助進行母語教學。不但授課老師

表示，很難不使用文字，學生也表示讀寫母語的興趣以及需求。錢

清泓一針見血的指出﹕「在學校中欲以『講』為主的方式來復建本

土語言，似乎有展不開的『束縛』…換言之，本土語言教學應可善

用學校特有的讀寫文化，來作進一步地推展…本土語言的推展，無

法脫離文字、音標的範疇，也唯有借助文字、音標的力量，才能在

『復建』的過程中注入一股新的力量。」黃春明的宜蘭經驗顯示，

逃避母語讀寫根本是行不通的做法。

逃避母語讀寫，並不符合現代的語言教學觀。現代的語言教

學觀強調聽、說、讀、寫這四種語言技能的統整，認為口語和書面

語有相輔相成的功效。學校把母語讀寫視為禁文（banned script），

也嚴重的違反族群語言民主原則，不利多元文化的發展，也失去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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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族群語言流失的重要管道。語言學家指出，如果母語僅做為口語

的使用，書面語完全由強勢語言所獨佔，母語存活的機會渺茫。

就教育而言，包括母語的雙語讀寫，能促進增益式的雙語能

力，避免兒童在學習華語的過程中，喪失母語。黃春明錯誤的認為

母語讀寫是負擔，而非資源，也不符合雙語教育的理論。甘明士的

「語言相互依賴假設」指出：第二語言的學習總是建立在母語的基

礎上，母語非但不是學習的負擔，反而是任何語言學習的資源。研

究發現母語及第二語言的讀寫能力息息相關：母語的讀寫能力可以

有效的支持第二語言的讀寫發展；從母語學到的學術語言能力也可

以轉移到第二語言。母語讀寫，好處多多，何樂而不為？

（作者為台東大學華語系副教授，發表於台語網，201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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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文系價值何在 
許珮旻

日前蔣為文老師在黃春明先生的演講會場舉牌抗議，引起系

上師長們群起反感，發表聲明表示譴責。一瞬間，讓讀了四年台文

系，即將畢業的我充滿困惑。

長久以來，台文系教我們要獨立思考、具有批判精神，要有

行動力。在面對這個問題上，他們對於抗議事件「深感不妥」，認

為蔣不尊重講者，並且表示「台灣文學不應走向狹隘的定義」，嚴

正譴責蔣為文的行為；但卻沒有針對黃春明爆粗口的表現與所談論

的講題謬誤百出抱持一貫的批判精神。這種雙重標準的評判原則，

道理何在？不去審視彼此論述合適與否及衝突背後的意義，反而提

出聲明急於撇清關係。此舉反而只會激化衝突，將可能發展而成的

文學論戰導向一個只剩激情的方向。

台灣文學史上，一九三○年代第一次鄉土文學論戰，即提出

漢文無法周延顯示多音節的台灣話，應有專屬的表記方式。直到

一九七○年代，綜觀先後歷經的三次論戰，都是強調脫離殖民文

學，針對台灣文學的主體性與自主性尋找一個出路。就系上所教授

的台灣文學史脈絡，如果我們都能肯定過去是為了脫離日本殖民的

努力，尋找台灣主體性而生成文學論戰，這個當下正是一個現在進

行式。舊的問題，新的時代，面對已經存在的台灣話文，回過頭審

視八十年前未竟的論戰，台文系教授卻帶頭否決這個辯證的機會。

「批判再中國化」的聲明稿，卻獨對這次抗議事件反殖民的聲音視

而不見，自我矛盾。

打著「廣義的台灣文學」的名號，自稱「尊重台語文學的發

展，也期待共建多元語言的環境」的台文系，雖然號稱認同母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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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事實上在語言問題上卻急於擺脫「多元化」的可能性，以全

「華語文學」的態度，來否定母語文學的發展。認定母語只要會講

即可，用母語書寫會造成閱讀障礙，因此不需要使用母語書寫。試

問，你們真的有尊重母語文學嗎？那麼是誰在壓縮系上母語學分？

是誰自動將「台灣語文」窄化成「台語」激化衝突？是誰？

台文系可以不支持母語文學，但採用劃清界線來處理這次抗

議事件，果真是最合適的方式嗎？這樣的台灣文學系，自己正在否

定自己被肯定的價值。

（作者為成大台文系應屆畢業生）

林思廷

成大首頁發出台文系教授的聲明稿，試圖切割事件主角蔣為

文教授，而這其實就是台文系糟糕的現狀。

台文系強調學生應有獨立思考，對於母語的認識和態度，我

們竟然比非台文系的學生還要反對或不想沾上邊，不願承認殖民情

境下語言政策的錯誤、以母語書寫掙脫殖民，卻又身為「台灣文學

系」，那台灣在哪裡？只剩下文學，何不直接更換系所名稱？

設立台文系的目標之一是培育母語師資，我就讀後卻發現，

不會講母語在系上比較自在，甚至有老師認為，母語只要會講就好

了，不一定要會書寫。甚至在台文系講台語反而彆扭，有同學因為

講台語和書寫羅馬字被貼標籤，如今在媒體上發生的指責和批判，

就是在台文系的縮影。身為一個畢業生，我很迷惘，因為學得多、

學得雜，卻沒有學得精通的專業。對於台文系畢業生而言，台語、

客語、原住民語等母語語言的訓練，僅止於選修課，成為母語師資

的可能性極低。試問，系上關心學生進入台文系的期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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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教授們的聲明一般，廣義的台灣文學定義使我們得以接

受許多文學作品的薰陶，但卻也使得台灣文學可以用華文文學、現

代文學，甚至是中國當代文學等概括取代，對於母語文學和教育的

空間，往往不足，甚至被打壓。如此的「台灣文學系」，本質上應

該被稱作「華文文學系」，也建請系上教授考慮更名，以避免往後

進入台文系的學生，對母語文學或教育存有不正確的期待和矛盾。 

（作者為成大台文系應屆畢業生，原文刊載《自由時報》自由廣

場，20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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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遺憾
許珮旻

近來事件沸沸揚揚，稿件能有機會登報，老實說，也在我們

意料之外。

系上反應可想而知，除了軒然大波，譴責的聲音倒是一波未

平一波又起。

讓我很訝異的是，這樣的聲音，有那麼值得眾老師同學們恐

慌嗎？非得將我和思廷判罪不可？不曉得師長們有沒有注意到，系

上所有同學老師幾乎群起撻伐我們倆，比例分配，我們兩個也才全

系1%，佔有99%的你們的聲音，根本不可能被我們取代，你們怕什

麼？

四年遺憾－早在還沒開始之前

我幾乎可以很肯定地說，系上沒有任何一個同學比我對台文

系有更深的期待和憧憬。

請問同學或學弟妹們：你們什麼時候聽過成大台文、想唸成

大台文的？

我記得很清楚，我國中二年級的時候聽說這個系，當時才成

立第一屆。

那時的我好高興：有一所國立大學，成立這樣的科系。

我沒有什麼專長，而一直以來受挫的母語經驗讓我覺得，我

找到一條我可能發展的道路。

國中二年級，我發願我要考上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

我的理想是，我要創造一套台語文字。

因為我認為母語再不用文字保存下來，馬上就要消失了。

長期以來從未受過母語教育的我，即使擁有這麼強烈的意

識，我對母語的歷史背景卻仍完全不了解，而我一度以為＂成大台



�0�     蔣為文抗議黃春明的真相

文＂能給我這些。

高中時代，面臨選校選系，我不加思索就告訴老師們，我要

申請成大台文。

不管多少對我國文造詣非常看好的老師提醒我，台文在當代

是顯學，但是發展有限，以我的成績，要選更好的科系不是問題。

說來好笑，每次模擬考國文幾乎都拿１５級分的我，在大學

學測上敗在余光中的作文題目，作文成績奇差，只拿了十四級。

一瞬間，所有申請單上考慮的其他科系全部刪除，只剩成大

台文。

我不知道這其中有多少因緣巧合，但我的同學告訴我：＂果

然要妳集中火力。＂

面試的時候我自以為理所當然地，全程用台語面試。

游老師在兩個點上笑了，一是在我開頭說話沒多久，他突然

轉頭宣告所有人，「妳跟我們一個老師很像。」

對一個面試生而言，當場應該覺得開心，覺得應該是種稱

讚，但不知道為什麼，我開心不起來。甚至害怕自己是不是說錯什

麼話。

第二個笑點，在我大言不慚地說，「我的夢想，是要創造一

套台語文字。」

哄堂大笑。

我也許太緊張，無法來得及感覺難過。但是那一瞬間，我的

信心是全部消失的。我覺得自己從中學（甚至更早）以來的夢想被

嘲笑了。

考慮到可能是面試，考官要嚴格一點，要測試我的抗壓性，

我用其他方式掩蓋我的不安。我談到文字書寫的重要性，即便當時

我完全不知道台灣早已有存在百多年的白話字，我仍然認為，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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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不同的語言，應有不同的文字才能脫離漢字思考。

面試雖然順利通過。但是疙瘩一直存在。

直到進來就讀後，才發現這個系所根本不支持我所追求的理

念。

當然也是更久之後，和別人討論起面試過程時，才從同學口

中輾轉得到警告：妳踩到雷了。

四年遺憾－新鮮事，好自以為是的大一

我大一進來，即在板上鬧出大事。

導火線休提，再提就是我對不起人了。

但在事件之外，我曾PO出一篇文，內容針對當年班上現狀的

萎靡滿懷不爽。

其中包括質疑系上學生對於所學的不認識、對系的不肯定、

對於價值的模糊，對此我充滿憤慨。

好比我提出，西拉雅阿立祖夜祭就在台南各地，班上有多少

學生參與過、關心過？

沒有人說參加了一場夜祭就了不起、就瞬間充滿Siraya認同，

但卻是一種認識、一種接觸、以及一種我認為在「台文系」裏理所

當然要被重視的價值。

我以為我們不應只能留在學術領域，而應該要真正地去接觸

這塊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民。台灣文學曾經是來自最鄉土的呼喊，

我們不應只能留在學術頂端做研究，而應該有更多對於這塊土地的

人民及聲音的關懷。

該篇文章當時被一群人圍剿，因為我也提出系上學生普遍翹

課嚴重，我都不知道大家是來幹什麼的。

當時大一，我的文章除了引起班上同學不爽，甚至引來學長

姐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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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我不夠資格，不像學長姐對我們系的認識一樣深。

但非常有意思的是，當我在現在這個當頭，回頭去想我當時

說的東西。

四年後，我要提出相同的論調。

這次，我要從一百的「班」，擴及到整個系所。

也許是我自己對於「台灣文學系」期待過重。

有了「台灣」兩字，好像一切都應該不一樣。

台灣文學曾經是從抗爭出來的、從中文系裡脫出的一隻分

支。

它不是死的。因為概念仍然活躍、因為聲音多元，台灣文學

充滿無限可能！

但是現在的系所裏，是否看得到這個現象？

我們越來越往學術領域走、越來越“學者＂論、越來越侷限

在桌上談論事情。

我們的確越來越往這個面向發展。

請點開課表看看，我們有很多文學領域相關課程，但它們是

否與其他系所學有所區別？或者，你看到哪些親近台灣，看見小人

物的價值，看見民間的可貴，的所有一切可能？

也許是我自己對於「台灣文學系」期待過重。

我太希望這個科系可以打破一般學門，不是只能在學術上做

做研究，而是真正的去接觸這塊土地。因此對於課程的期待，我很

希望看到更多如何認識這塊土地的方式。

但沒錯的，課程安排有他一定的道理，畢竟這是「台灣文學

系」。

按照現行課綱，它的確很「文學」。

但是「台灣」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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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系列、現代創作系列、理論系列、各式文學系列。哪一

樣教我們要行動？哪一樣教我們認識這塊土地？

也許我這樣的提問，也會有人說，為什麼你會認為「行動」

與「認識土地」才能代表「台灣」？

這麼說，我其實說不出個所以然。但是如果不認識這塊土

地，不用不同的方式與角度談論歷史、地理、文化，我們有什麼價

值，可以不被任何科系取代？

當我們系的學生已經缺乏抗爭的力量──說到社會運動，聽

過就是、可惜行動力低落；缺乏身為台文系的自信心──轉系生一

年比一年多，對台文系出路不看好，雙主 修、輔系比較有保障、

華語教育學程搶修盛況越發興盛；缺乏系的認同與肯定──四年下

來，我學到什麼可以讓我拿出來告訴所有人「我讀成大台文系」的

東西？

我想問的是，這真是學生的錯嗎？

大家都說，台灣文學本來就不能狹隘，它還在發展。

但是廣得無以復加的台灣文學，主體性何在？我不認為非用

母語創作才能成就台灣文學，但是母語創作、擁有母語心、母語意

識的這種概念，卻幫助我對「台灣文學」應該有的樣貌，有了一點

想像。不再是無邊無際的。

四年遺憾──我看「台文精神」

我們的稿件被視為打手文。

但我想說的是：少小看我們了，你們。

認識我們的人、與我們交談過的人，請好好想想，我們的判

斷能力有低落到隨便就被牽著鼻子走嗎？

四年的批判，不是現在才有的。從大一開始被他校相關系所

老師質問：「成大台文？除了文學你們還有什麼？」後，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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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是我們四年來聊天的重要主軸。

為什麼我和思廷能夠了解蔣抗爭的是甚麼？在這個關頭、即

使預料得到系上一定有老師不爽我們也非得出來說話的？因為蔣正

在實踐一個抗爭的精神，最重要的是，他正抓緊一個很重要的土地

質素，很努力地在發出聲音。

即便必須遭到預期得到的主流台灣文學以及整個社會的攻

擊。

而這個土地質素，是我們在現行課綱裡找不到的東西。

這個就是台文系的價值啊！是現在所有反對蔣的聲音的老師

們也一直在堅持的價值啊！

有人說，我們只會複製官方說法，假借「台文精神」在反

對。

如果我們得到你們的反對，那麼我們也成功了。

因為從整個事件開始，我們最受不了的，就是看見老師們很

老師、而學生們很學生。

老師說什麼，學生就信；而不用去在乎今天衝突的背後理念

是什麼，只要知道這樣的抗爭行為是錯的；你們乖乖上課、乖乖接

受你們被教導的東西、不要質疑、不要想（要想就要跟著我的思路

走）；你要是聽到其他聲音，都是蠱惑，不要相信。

老師們，當初你們招進來一批學生，是要一群跟著你們想的

學生呢？還是敢挑戰你們的學生？台灣文學的價值要怎樣才能被凸

顯？

四年遺憾──我預期的事件發展

「成大台文」說，自己兼容並蓄、包容多元價值。

在這個節骨眼上，反應倒是很沒有風度，也很沒有前瞻性，

一點都不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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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們認為對母語文學的抗爭是錯誤的，提出論述嘛！告

訴社會大眾「台灣文學」「是」「什麼」。

我們現在看到的聲明稿，除了告訴人家「台灣文學」不是

「什麼」，不然你認為的「台灣文學」又是「什麼」？

聲明稿為何令人詬病？不符合程序正義（甚至還被當成校方

聲明），除了看見切割的動作，讓人家一眼看穿我們系自己的內部

糾紛，重要的是：什麼都無法交代。

系上教授既然都有自己的所學和堅持，告訴社會大眾啊！趁

這時候跟大家說明「台灣文學」是什麼，不是更有意義嘛？讓人家

確實看見「台灣文學」的多元，不是比切割空間更高明嗎？

是根據自己的所學、提出說明，把自己的學術背景與理念呈

現給所有人看──蔣現在正在做這件事，所以大家開始對他在談論

的問題感興趣──系上老師明明也可以做到，但你們自己要放棄這

個機會啊！

各自表述、給出一個辯論的空間，甚至直接公開辯論，比起

切割，不是更有意義嗎？

趁這個時候把「台灣文學」介紹給更多人，不是更有意義

嗎？

各位老師，別再鬧了。

批鬥我們兩個學生意義為零，因為我們除了說出自己的感觸

與失望，我們兩人沒有任何被討論的價值。

現在做，還不晚。

不要再玩蔣為文就是有病的把戲。

趕快告訴所有人你們的專長何在。

再繼續拿蔣為文和發文學生開刀，只是更讓人看笑話而已。

我這麼說吧，憑甚麼說台灣文學多元？不是發聲明稿說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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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元，結果什麼都看不見。這很爛，也很沒意義。

是「台灣文學」所有領域都有人出來說話，證明「台灣文

學」的多元性。

如果你反對「母語文學」，請拿自己的領域和這個領域交叉

對比，說明為什麼這個領域在你的領域裏行不通，反對才有理，否

則，一切就是笑話。

我不是專家，我只能很粗淺地表明我希望看到什麼討論。

舉例來說，為什麼不贊成用原住民語創作，理由何在？如果

這麼作了有怎麼樣的意義，缺點何在？

從後殖民理論如何看待母語創作、如何論述、問題何在？

從媒體探討母語書寫的可行性與問題，除了看不懂和版面之

外，到底還有哪些更深層的應該被探討的部分？

從教育層面、文化層面看待母語創作、從社會學看待母語抗

爭、從整個台灣文學史脈絡來探討母語文學、從更多更多更廣泛的

層面來探討，這不是不能做的吧？

系上每位老師都是專家，我不相信相關的更有意義的討論寫

不出來！

是要不要作而已吧！擔心什麼呢？

不要說什麼「我們也包容母語創作」，實際上沒有相關論

述，而實際上母語也是被反對的。反對不是壞事，就承認自己反

對，立場不同而已，但要能夠提出說明，才有實質意義。

四年遺憾──我說母語文學贏不了台灣文學，你們怕什

麼？

沒有人說「母語文學」等於「台灣文學」，因為想也知道不

可能。

就算今天所有人都瘋了，所有人都支持蔣，也絕不可能朝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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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文學只能是母語文學」這樣的發展。

無論在過去、現在、未來，它永遠都只能是小眾領域，甚至

被消滅。

現在是連要求一個空間都沒有的，你們說這塊論述才是霸

權，未免可恥。

瀕危的母語要求在台灣文學裏能有一塊創作的空間，能夠被

承認為台灣文學的一部分，卻被主流台文界認為毋需書寫、否認它

的存在空間，甚至被指稱為一種霸權，並且表示母語文學不能代表

台灣文學，太狹隘了。現在母語文學出來抗爭，就是鬧場、無禮，

鬧場人的所屬單位緊急跳出來撇清關係，表示「我們覺得這個人行

為不妥，我們不承認這塊領域能夠代表我們。」

這是現狀吧？我舉另一個例子。

樂生院裏老人家們被迫拆遷，老人家們想好好地住著，怪手

偏要來挖人家房子，說，蓋捷運才符合大多數人需求，你們霸佔這

塊土地，是你們不好。新莊市長帶頭懇求老人家們，拜託， 沒有

這個捷運新莊市民活不下去，太不方便了。捷運是個指標、而樂生

院只是老古蹟，為了發展我們要拆掉。樂青抗爭，社會開始批評他

們是暴民。

（以下比喻請允許我先提出鄭重道歉）

一名樂青背景是社會學。

在一個討論樂生院的演講場合，對一個說著「樂生院是民國

六十幾年十大建設之一、現在破舊不堪，但地理位置很好，有發

展為捷運廠址的潛力，完全毋需擔心地震問 題。」的學者舉牌

抗議，嗆聲台上學者「混帳，講什麼狗屁理論，書沒讀好還來亂

蓋！」台上學者大罵操你媽個Ｂ，場內群情激動（大多數還是他的

系上同學老 師），一起把這個鬧場的人趕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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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天系上連署發出聲明，表示這名同學行為不妥發言不當不

代表本系立場。

同學投書抗議，表示什麼社會學，你們在否認自己的價值！

系上老師表示，我們很難過。這位同學的發言造成學弟妹價

值混亂，感覺非常受傷，請這位同學出面道歉。

看到這裏，荒不荒謬？

信不信，我們現在正在上演這樣的戲碼。

四年遺憾──本來以為是私人恩怨的事…

本來以為是私人恩怨的事情。卻沒想到是整個台文界似乎都

知道的黑幕。

大一時參加過台文館舉辦的某研討會，會後興奮地找靜宜大

學某台灣文化專門領域的教授討論，卻當面諷刺還只有大一的我

們：「台灣文學講三個重點：文學、文化和語言。你們成大台文，

只有文學而已，其他什麼都沒有！誰敢找你們合作！先搞好自己內

部問題再說吧。」

有段時間我很討厭蔣。

我從來沒有認為，「只有母語文學才是台灣文學」，但說實

在的，要我用系上教的方式解釋什麼是台灣文學，說真的我也不會

解釋。（學妹們，妳們的「台灣文學」是什麼？）

蔣對母語創作的理念我很佩服，但我認為沒有必要太堅持，

好好商量，不支持的教授們最後也會願意聽他講。

最後卻發現，因為蔣一直以來都在打只有一個人的戰爭，他

不強硬不行。

說到底，有人提出蔣可以表態，為什麼系上老師不能發聲明

稿表態？那麼我會說，因為擺明就是針對人。這點甚至在游老師的

ＦＢ上也自己說了，在勉勵同學有大是大非的精神的該則塗鴉牆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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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留了話告訴學姊是說：「依林對事，我對人。」

我不明白，這麼樣的講明了，為什麼大家還會認為這個聲明

稿具有一定的正當性？其中還不排除惡意扭曲蔣的堅持的理念一

事，將母語創作的理念歸類只有台語。

老師們真的有試著去聽過蔣要說什麼嗎？

與其談那廣得毫無邊際的「廣義的台灣文學」，把玩曖昧的

把戲，卻說不出個所以然，我要抓住我能為台灣做的事，我要為抓

到的一點土地的聲音來努力。

四年遺憾──對人不對事的台文系？？？

老師們。講到社會運動，你們都經驗豐富。

如果今天抗議的人不是蔣為文，你們會怎麼做？

今天換個人來爭取母語創作自由，你們會否定嗎？我們假

設、只是假設，如果是阿諾老師對黃春明舉牌，抗議他對原住民書

寫教育論點謬誤、歷史說明整個一團糟。學妹們，你們會怎麼做？

要我不相信這是針對個案，請拿出誠意來證明。

我不得不遺憾地說，我相信系上有些和我立場不一致的人也

發現聲明稿的問題。當有老師甚至在ＦＢ上說出，這一切就是「對

人」的時候，為什麼學生還能覺得這一切都是對的呢？

台文系在自打嘴巴耶！

我不懂、為什麼遇到蔣為文，你們以前自己講的東西都變樣

了？

批判蔣的同時，批一下黃春明啊！演講內容那麼多問題，包

含歷史、教育、台語文，都不用被質疑的？現在有些該領域的專家

學者甚至出面直指黃春明演講內容的問題，這個時候我們系在做甚

麼？

被我們小小兩篇稿子搞得雞飛狗跳，「受傷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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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託、我們何德何能？

還是說正因為我們點出了很關鍵的問題，才讓你們覺得受傷

個半死？

你們的論述呢？你們了解現在討論的問題點何在嗎？一直用

一些對人不對事的看法討論問題，問題不會前進啊！

說實話，只有自己人才知道再吵什麼，其他人都在看好戲。

這樣真的好嗎？

四年遺憾──我如何理解這次事件，從事件初始來談。

有人說蔣很會利用媒體，有人說我們很會佔版面。

第一點，請回頭來看看這件事怎麼會被關注？在場沒有任何

直接的媒體記者，事件怎麼爆發的？

本人小學了一點新聞相關課程，胡亂推斷該是如此（有沒有

道理你們自己評斷）：

1. 因為現在的媒體素質低落，只會抄PTT；
2. 有人因為不爽蔣去抗議，去八卦板爆掛，把事情丟出來引

發熱烈討論；

3. 講的東西以他自己的觀點去寫，內容多有”謬誤”(事後被證

實)；

4. 有衝突、有爆點、媒體和社會大眾都愛看。但因為記者先

生自己不在場，先針對上面的內容（衝突部份）求證報導

再說；

5. 發現雙方各說各話，自己人還搞內鬥，太有趣了，繼續追

這則報導；

6. 發現不能從衝突的面向來理解這次抗議，因為講不通，而

且違反了吱蛆理論，再追下去自然會逼近核心（台灣話文

教育問題）──此時還留在外圍的人就成了笑柄（目光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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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搞不清楚狀況）；

7. 各方人馬撰文論述，但台文系現在在搞內部鬥爭；

8. 還在發展──

以上判斷怎麼來的？不用說，看看現在越來越盛行的討論，

一個論戰的風氣儼然成形。

其中蔣做了甚麼什麼事情？只有一開始的舉牌而已，其它都

自動發生。怎麼會炒熱呢？PO文的人八成也是成大台文系所的人

吧，不然怎麼知道蔣為文的名字和細節？有文有真相、請上PTT八
卦板。

尷尬的是，在八卦板上被帶出的「成大台文系副教授」，本

來是要拿來嘲笑蔣的，卻因為在那個沒腦袋思考的地方，反而被嗆

「成大台文什麼鳥科系？！」

同學緊張了。因為沒想到成大台文成為箭靶。

眾親朋好友開始關注：

欸、妳們系的教授到底在幹嘛？都那麼激進嗎？！有病

嗎？！

妳們系到底在學什麼？妳們學台語嗎？

第二問題非常尷尬，這是我們系上學生一直以來苦手的東

西。

因為除了讀四年也講不出學了什麼，只能拉拉雜雜地講很多

課程名稱，卻無法為不懂的人「簡單介紹」。即使對系所認同強

烈，卻會遇上解釋問題，一切太模糊了！因此自然就不爽跟在後面

的小問題，因為太明確了。

除了情感認同不認為母語應該為我們必學，實際上系上也真

的沒有這回事。

在一切百口莫辯之下，第一個問題就好處理了：一切都是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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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文的錯！（這麼想最快、也不用動腦！）

因此開始把一切矛頭射向蔣。

四年遺憾──我如何理解這次事件，事件發展。

社會上普遍不認識「台灣文學」是必然現象，疑問一定隨之

而來。

但是，在學界都還沒開始質疑「台灣文學系」的時候，我們

系上發出了聲明稿。

這個荒謬的戲碼演到這裡，這一步叫作「此地無銀三百

兩」。

因為我們系上要的台灣文學太廣大太模糊，只要一個清晰的

論述出來，就會破壞現狀曖昧的平衡。

明眼人光看聲明稿就猜測得出來發生甚麼事。

因此本來批評蔣為文的媒體又看見了有趣的東西：這群人在

搞清理門戶。

當時普遍討論還留在衝突、「台語文」之上，還沒人去管到

「台灣文學系」的問題，這群人倒很自動，先撇清再說。

下一個問題：他們怕什麼？

是我一定會問，因為這聲明稿太有意思了。

媒體和整個社會想當然爾一定會逐漸關注缺乏的母語教育這

一塊，我們自己的系倒是有幫忙推一手，因為走這一步實在太諷刺

了。

我甚至可以知道，下一步，人家一定會發現：「咦？台灣文

學系不學台語耶！那這個系在幹嘛？」

蔣為文到目前為止，除了一開始舉牌、開一個記者會提出完

整錄音檔之外，其他都是人家自己來找他談母語問題，討論自然生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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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蔣的老師們，你們自己給了他一堆被媒體關注的機會；

不覺得自己做錯，反倒表示蔣為文很會操作媒體。

我用另一個角度提建議：現在再否定蔣沒有用，去正面回應

問題。

回應：「咦？台灣文學系不學台語耶！那這個系在幹嘛？」

這個長久以來的問題。

一方面為學生樹立典範，更重要的是去告訴社會大眾我們在

學什麼、趁這時候談論何謂「台灣文學」，也把你們的立場、對台

文的認識，你們的學術知識全部投入其中。

即使反對立場也沒關係啊！學術自由、各自表述，在學術上

比評，要拿出理由說服別人你反對這個領域。「多元聲音」，這本

來就是「台文精神」！

三次論戰為何可貴？

你們現在還在怪罪學生（我和思廷），真的很、好、笑。

請把事情放在正事上啊！

如果我是媒體，我也會對台文系的內部矛盾有興趣。

某某老師你為什麼反對？你為什麼聯署？不要針對人，去討

論事，去看見更有深度的問題，提出你的學術專長來探討這個問

題！我才不相信報紙不刊！

媒體最噬血了，他們最喜歡有衝突的東西，但他們也評斷文

筆、評斷內容有沒有值得討論、值得刊出的價值！

當下這個問題的新聞價值何在？就是華文pk台灣話文。

台灣文學界裏有不同聲音，那就出來說啊！台灣文學的ｘｘ領

域pk母語領域，多有趣！趁他們還搞不清楚狀況，開啟另一個讓人

家認識台灣文學的可能啊！

除非你們心虛，不然這個辯論對雙方都有絕對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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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做，還不晚！

拜託，別讓學生提醒你們這種顯而易見的事好嗎？！

四年遺憾──1%的聲音

1%，指的是質疑現行台文系的聲音。

有些人或許也有疑問，卻不知道怎麼問出口。但如果大多數

人選擇默默同意現在的系所給我們的教育，說真的，99%裡就包含

了不願問問題的人們。

我知道這麼說很不公平，但是"冷漠"的確是整個社會最危險的

聲音。

發生這件事情也在我們意料之外，原先打算畢業之後撰文投

稿，竟然正好在畢業關頭遇上了這個問題。

只是提前投稿而已，即使黃蔣事件沒發生，我們也會投書。

老師說，若我們對你們有偏見，你們早就被淘汰，還有機會

在這裏大放厥詞罵我們嗎？

我才驚覺，原來就你們的眼光來看，我們是在「罵你們」。

我認真讀了這則留給思廷的訊息，其中發現有不少很有問題

的部分。

思廷知道我的故事，我也知道她的。

我知道她渴望在這個系上學到很多原住民相關的事務，她知

道我從很早以前就對母語抱持深度熱忱。

她很快地導出結論，說許珮旻選錯系。

然後一夥人就針對這個結論推導另一個結論，說是：因為一

個學生選錯系就要求我們改名？太荒謬了。

我呢，就算了。說到底我也只是一個滿腹理想卻尚未找到方

法實踐的人；思廷對於原住民相關事務的瞭解與認同，甚至是系上

老師所不能及的。她的行動力一直是我肯定且學習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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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想罪過不在學生，因為所有人對於這個科系一直以來都

是懵懂無知的。

但，是的。我只能說，我們的確表現了過多的期待，因此四

年下來回頭反抗這個系。

就結果而論，你們的確招進了兩顆最大的炸彈。

我們對於台灣文化語言的熱忱在這個系找不到出口，是一種

很難過很難過的壓抑。

那時候的你們，為什麼不要直接告訴我：

「妳在這裡不會找到妳想要的東西，妳會被排擠，被嘲笑，

跟妳一直以來的處境其實差不了多少──即使這個系名為「台灣文

學系」。而且這次，還會有老師列妳作黑名單。」

每當這時候，我總會很想問問當年坐在面試桌前的我：如果

我知道事實如此不堪，我還願不願意坐在那裏？

對不起，我很賤。

即使讓我再回到那當下、再選擇一次，我仍然願意毫不考慮

地選擇台灣文學系。

不是說我讀完這四年對她充滿情感，不是的。

說實話，失望過多，我已然不再期待。

很現實，漂亮的大學名字，當年也就這間。

很現實，我無法忽視我憧憬了整整五年的夢想。

很現實，我沒有進來不會知道問題這麼嚴重。

我想要的是更早一步挑起系上對這問題的正視，等到畢業，

太久了。

（但也還好是畢業，被學弟妹訐譙總比學長姐關切還有意

思。）

但說實話，如果是現在讓我選，那我去台師大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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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對於母語資源的缺乏種種抱持疑問，我仍然非常肯定系

上教我們要擁有勇於反抗的精神、要清楚自我價值何在、要能懂得

少數聲音的可貴。

試想，有哪個科系的人，敢在畢業前夕擁有「我就是不想混

下去」的聲音，敢對自己讀了四年的科系提出質疑？

我們敢。

因為我們讀的是台灣文學系。

而這是所有老師一直以來支持我們做的。

這是我們系對於反抗者的鼓勵以及肯定。

我們體現了一種四年以來被感染的「台文精神」。

這點我充滿感謝。

只因為這樣，就留下「不要隨便拿台文系教你們要獨立思

考、要有行動力做晃子，這樣會辱沒了那些曾這樣教你們的老

師。」的話的人，如果你只是希望我們乖乖走你的路。

那麼去你的。

四年遺憾──華語文學系？

大家都對思廷提改系名這點非常不以為意。

說我們複製官方說法的老師，請問哪來的官方？如果你心中

不是早有成見，說這種話的你，實在令人感覺可笑。

我們現在講創作講理論，講各式文學，哪一科不能被取代？

說實在的，把現在整個台文系搬進去中文系我想也不會有太多意外

…

說系上刪減學分是結構性問題，創作課才應喊冤，而不是母

語課。

那麼我想問，一旦母語課拿掉，我們系的課表會變成什麼樣

子？中文系現代文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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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是否真那麼想要把母語課拿掉？那麼就拿吧，大家都樂

得輕鬆。

無論是誰，如果您已經看到這裡，我希望您能夠想想：

我們有哪一點不能被取代？「台灣文學系」有什麼不能被取

代的價值？我們和中文系的差別在於？除去「文學」的部分，我們

的「台灣」在哪裡？

今天才和思廷聊天，談到當年面試，她說她以為進來這個

系，可以認識很多原住民朋友，結果也沒有；我說我也是，我也以

為我進來能夠和很多對母語有共同抱負的人互相較勁求進步，結果

也沒有。說到底，我們只是進來，發現這個環境只是更凸顯我們的

「特別」。

我和思廷在這四年裡，雖然質疑滿滿，但我們找到了不被取

代的要素。

這點我倒是非常肯定，因為除了中文外文無法取代我的價

值，整個系的學生也無法取代我的價值。

即使只是很小一塊領域，但是我們很清楚看見能做什麼，因

為即便在「台灣文學系」裡，也能看見我們的不一樣。

老師們，你們開課的理念是什麼？

當初創立台灣文學系的理念是什麼？

想要語言沒有語言環境、想要文化也缺乏文化課程，如果台

灣文學系只能剩下文學，我想說，請不要用「台灣」的名義再騙進

一些對於「台灣」有過多抱負的學生，否則你們會遭受到的批判只

會越來越多。

說到底，「華文文學系」難道不符合現行綱要嗎？規避掉了

文化問題，也可有廣泛多元的討論，不用在乎所謂「台灣」質素，

對於現在的系所發展反而不是阻力，甚至可以完全地排開「母語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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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討論，就不用為了這樣的問題傷腦筋了。

也許你們當初真該淘汰我們，但說什麼一切也太遲了。

對我們來說沒有半點益處，我們已經是要畢業的人了，這種

系所宗旨不明確的問題，只會為之後進來的學生帶來一樣的困擾。

今年大一會有多少人轉系轉出去呢？會不會破去年記錄？現

在的大二大三，到了大四，班上還有多少學生呢？

請別小看或忽略這些問題，系上如果再繼續曖昧不明，學生

對於系的疑問將持續存在。

普遍來說，「文學」這種東西太過學術，一般人不會懂的。

他們熟悉的，是「台灣」，不是文學。你要怎麼在這塊領域，告訴

所有人你是專家？

然後再考慮一下現行的「台灣文學系」，是否足以呼應社會

的期待？一旦你踏上社會，被人戳破台文系是個空殼，你怎麼辦？

畢業之前，丟幾顆炸彈。

被罵是必然的，但訐譙完之後有沒有思考才是最重要的。

即將畢業的同學們就算了，學弟妹們，你們的價值在何方？

你可以不認同你自己的母語──因為這一塊是我的專長，我

沒有說你們一定要會，最好你們不會，這樣跟我競爭的人就又更少

──但一定要創造一個自己最獨到的、最具熱情的信念。

如果不去創造不去發掘，台文系沒有專業，出來就等著被淘

汰。

（作者為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2 0 11年應屆畢業生，發表於

Facebook，201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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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母語受教權，何以能不“同化”？

 陳麗君

我們６年級的這一代教育我們歧視自己的母語，更何況母語

受教權。然而，“民主化的臺灣”現在有了嗎？各大媒體，學者們

都說語言權是自由平等的，人人都有選擇自己語言的權利。難道臺

籍作家黃春明是高興喜歡用長期以來打壓他的政權“語言”寫作的

嗎？他的苦處在哪裡？

我的小孩剛滿３歲。由於白天要上班，只好找人幫忙帶。在

鄉下地方透過朋友介紹一位有證照、口碑好又負責的保姆。一開始

保姆都會問家長有沒有希望要特別加強什麼訓練，我告訴她只要會

講台語就好了。一年後，她告訴我，她在幼教系統所學的教育法

要轉換成台語很辛苦很困難。３歲要進幼稚園了，我以為在台南學

台語除了天主教教會幼稚園大概別無所托，到了幼稚園老師告訴我

因為家長可能會反對，所以無法用台語帶小朋友。我知道若是進到

小學只有１堂課４０分鐘的母語課，中學高中就更不用說了。就連

大學台灣文學系的本土語言課程的履修總時數（１語言）也只有

５４小時，比起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研究所專為少數族群語言

所辦的暑假入門研習的１２５小時，還不到一半。在這樣的體制

下，我能期待他有自由選擇語言的能力和權力嗎？如果，臺灣教育

體制也能像加拿大、澳洲、歐美等國家有制度的提倡雙語沉侵式

(immersion)教學，各族群母語都有生存發展的空間，那才叫做語

言自由人權。

臺灣殖民歷史上，日本統治早期的語言政策(到20年代)鼓勵

日本教師學台語以推廣“國語(日語)”; 國府佔台之初國推會委員

長魏建功發表〈何以要提倡台灣話學習國語?〉是為了「“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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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意識，“建設”語言心理」，其後228事件將有台灣意識的高知

識分子一掃而空後，不到10年後1956年就能全面禁止台語。這都是

因為，語言是達成殖民統治同化，培養想像的共同體的最重要的利

器。如法國知名社會學家Bourdieu所觀察，權力語言的獲得與運用

是通往政治經濟地位財富的路徑。所以，英語、漢語、日語至上；

臺灣各族群語言、新移民語言“註死”。在這樣的狀況下，有多少

人能像賴和一樣，堅持不被同化，拒絕殖民語言寫作？或像台語語

言學博士第一人王育德一樣最親近的親人慘遭不義槍決，一生流亡

海外還四處募款變賣家當繼續研究並推行台語？現在臺灣人人都有

選擇自己語言的權利嗎？簡直就是睜眼說瞎話。我們能期待現行體

制培養出臺灣的莎士比亞嗎？

（作者為東京外國語大學客座研究員，成大台文系助理教授，修訂

稿以「台灣外國語 媽媽的痛」為名發表於《自由時報》自由廣

場，20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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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侮辱所以憤怒、因為打壓所以反彈       

陳正雄

今年5月24日發生在國立台灣文學館，有關蔣為文教授與黃春

明先生的衝突事件，事後主流媒體與學者幾乎一面倒的指責蔣為文

的不是，其理由主要有三：

1. 蔣為文事先就準備海報至會場，這根本是預備亂場的證

據。

2. 在黃春明演講的過程舉海報抗議，打斷了人家的說話，是

無禮的舉動。

3. 指責黃春明是台灣作家卻用中文寫作是可恥的用語，是不

尊重別人的行為。

關於這三點，個人有不同的看法：

1. 回歸本次演講的主題，既然是討論百年小說，黃先生的講

題應該要與主題相關，應該是他擅長的中文小說創作才

是，而非他陌生的台語文書寫，但是他所講的卻是「台

語文教育與書寫的商榷」，這對台語文教育者和創作者來

說，分明是一種公然的嗆聲、踢館，既然你可以存心挑釁

而來，為何他不能有備防衛而去？

2. 蔣先生並非一開始就舉牌抗議，而是「聽其言觀其行」，

在聽了黃先生30分鐘對台語教學的否定及台文創作的侮辱

之後，才憤而反彈的。這與黃春明比中指、罵五字經這種

粗暴、污辱的舉止比較，是誰較無禮？為何只會罵蔣而不

敢批黃？何況其中還有幾位頗有名聲的女性作家、教授在

內？標準何在？

3. 黃先生過去長年用中文寫作，蔣先生可曾批評他可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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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先生個人要用何種文字寫作是他的權利，要選擇當哪一

國人也是他的自由，可是他無權去反對別人用哪種語言

創作，也無權去決定別人是哪一國人，蔣先生罵的是這種

人，就如同黃先生罵「會叫的野獸」，也不會是指所有的

教授吧？

事後，陳芳明先生在中國時報投書，說「台灣文學不等於台

語文學」，這點我是同意的，台灣文學本來就包括台語文學、客語

文學、原住民文學和部分的華語文學，但陳先生以前也說過：「只

有台語、沒有文學；只有台灣文學、沒有台語文學」這種充滿偏見

與鄙視的話，你主持的政大台文所，有多台語、客語、原住民語的

師資和課程？難道說台灣文學不包括台語文學？還是你心目中真正

的台灣文學只有華語文學？這些年來我一直很難過，為何一個曾經

長年放逐在異鄉的雪地裡，卻能不畏風霜，依然以他的傲骨柔情，

舉筆反抗強權，深深感動過我的書生，卻在短短的幾年，擠身大學

校園溫暖安逸的研究室之後，就眼盲心瞎的扮演起欺壓弱勢的新階

級了呢？

更可笑的是成大台文系所的那份公開聲明了，我多年來在台

南教書寫作，也一直關心成大台文的動靜，甚麼時候在台語文的推

動上「相當關注並抱持攜手並行的態度」？明明是沿路走來，一手

公然棒打一手暗中刀捅，如果以前真有那麼「寬容」的台文系，就

不會有今天如此「偏激」的蔣為文了！

最後還是要再次強調：台灣作家用中文寫作並不可恥，許多

以中文寫作的台灣作家，無論作品或人格，都令人敬佩與尊重，因

為他們謙卑正直的忠於自己的良知，他們心胸寬大的尊重人的感

受。可恥的是那些選擇用中文寫作卻又干涉別人用台文寫作；是那

些甘心當中國人卻又反對別人當台灣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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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台文寫作是我們心甘情願的選擇，好壞自己承擔，不求

你們的支持，但請你們的尊重。台語文學如果沒有前途，自然會被

市場淘汰，不需要中國人來操心；如果台語文學還有希望，自然會

匯聚成潮流，也不是黃春明能阻擋的。

                                                     
  
(作者為台文作家，發表於2011/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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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要客語文學

馮清春

成大蔣為文副教授繼嗆黃春明之後再嗆陳芳明，爭取台灣母

語文學的發展。其間陳芳明辯稱「我手無寸鐡，不應針對我」，

「教育部應該處理語言教育問題」。事實上，陳芳明身為台文所所

長，在媒體上又有專欄，發言力十足，但對台灣本土母語文學與教

育嚴重失職又逃責。

有朋友參觀阿里山一個布農部落表演曾在世界奧運會演出過

的國際級的「八部和音」，歌詞竟然全部華語。朋友請教主導的頭

目，為什麼不用布農語歌唱。頭目無奈的說：「八部和音」原音是

布農古語，年輕人連現行布農語都不會，更沒有能力用布農古語唱

歌。這就是原住民語言所帶來原住民音樂的悲哀，當然原住民語文

學也一起埋葬。

客語文學的際遇也是一樣。很多客家中、小學教師互相聊天

已不使用客語，而是講所謂的「國語」，更悲哀的大學畢業的客家

子弟能全程使用客語交談的已經逐漸減少，與家中祖父母也沒有很

好的能力以客語應對。

最近客語文學在曾貴海、杜潘芳格等極少數人的帶動下已有

零星的成長，但是還在起始的階段，沒有客家文化的整體營造，客

語文學還有非常遙遠的路，可是教育部的國民黨勢力會願意多給台

灣母語一些廻巡的空間嗎，我們完全沒有信心！

（作者為台灣客社副社長，201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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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文版】

感嘆一個台灣作家良心ê死

－－抗議黃春明演講 ê頭尾kap公開聲明

蔣為文

文訊雜誌社kap趨勢教育基金會等單位tī 2011年5月24號tiàm台南

ê國立台灣文學館舉辦百年小說研討會。大會邀請作家黃春明先生

做專題演講，題目是「台語文書寫與教育的商榷」。頭起先看著宣

傳 ê時，iáu koh teh質疑大會敢有hut ˜-tio̍h，黃春明並m是̄台語文專

家，因何會請伊講這个題目？想袂到伊有影來台語作家大本營 ê台

南，而且就是講這个題目。

雖bóng進前就有流傳伊對台語文教育有chiâⁿ負面ê意見，m̄  -koh 

iah是抱著好奇、想beh進一步了解 ê心態報名出席這个研討會。想

袂到伊 ê演講真正充滿偏見、扭曲事實 ê內容。伊一開始就以充滿

負面 ê「閩南語」、「方言」來稱呼台語，koh以「中國人」來自

稱。他the ̍h台灣過端午節做例，表示台灣中國是同文同種，無應

該kó͘-chhui一pêng一國。其實，越南hām韓國mā有端午節，kám講越

南kap韓國lóng ài變成中國？關係台語教育，伊tī演講tang中坦白家

己看無國小台語文課本。伊無檢討家己是台語青瞑牛，soah怪罪

台語課，認為本土語言課會增加學生 ê負擔。請問，若是美國總統

Obama無去讀冊，伊敢會曉讀寫英文？平常時會曉講台語，若是

˜ 學，當然就看無台語文！‹-nā án-ne，伊koh批評台語kan-taⁿ有口

語，無書面語。其實，tī黃春明iáu袂出世ê 1885年，就已經有用台語

羅馬字書寫 ê《台灣府城教會報》報紙出現，這个報紙刊行袂chió 

ê台語白話小說。甚至，1926年鄭溪泮mā出版長篇台語小說《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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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借問--chi ̍t -ê，黃春明kám知影？主辦單位kám知影？台灣百

年小說研討會為siáⁿ-mi̍h thiau-kang漏kau台灣母語小說！？

演講到大約40分鐘 ê時陣，黃春明lú講lú激動，koh直接點名批

判台語文前輩鄭良偉教授kap洪惟仁教授，而且批評台語文書寫是

「不倫不類」。這時，˜-nā是我，只要是有良心、有血性ê台灣人

攏會tòng袂tiâu！自án-ne，阮tī原底 ê座位kā海報gia̍h koân tiām-tiām抗

議。海報分別是用台語kap華語書寫：「Tâi-oân chok-ka ài iōng Tâi-

oân-gí chhòng-chok!」、「台灣作家不用台灣語文，卻用中國語創

作，可恥！」以及「用殖民者的語言華語創作才須商榷！」。阮無

搶黃春明ê mài-khuh，mā無阻礙伊發言。M̄-koh伊soah siak mài-khuh，

衝tùi我這pêng來，ná-chún beh拍我ê款。Siâng-sî kúi个穿紅衫 ê工作人

員mā chiⁿ oá來beh搶阮 ê海報koh kā阮趕。

我心內感覺hiâu疑：為siáⁿ-m…h  伊ē-sái點名侮辱別人，soah無法

度容允別人對伊ê恬靜抗議？所以我tō發言kā 伊抗議，質疑伊憑siáⁿ-

mi̍h 批評台語文運動者追求母語文學kap教育ê phah-piàⁿ！

抗議大約十分鐘了後，阮kā海報收起來，hō͘黃春明繼續演講。

想袂到，伊iáu是ná講ná罵。所以我koh一擺gia̍h海報抗議！伊soah歹

喙，用北京話罵「操你媽的B」而且比中指kā阮侮辱。自án-ne阮toh

退席抗議！

原本這个研討會tī網路有全程 ê實況轉播kap錄影，想袂到會後

這場錄影soah tùi網站頂頭提掉。而且，網站頂頭黃春明ê專題演講

題目mā hông改做「請讀一頁小說」。我m̄ 知影負責執行 ê文訊雜誌

社kap趨勢教育基金會kám是teh am-khàm siáⁿ-mi̍h無ài hō͘人知 ê祕密？

本人tī  chia慎重呼籲kap要求：

第一：文訊雜誌社kap趨勢教育基金會ài解釋為 siáⁿ-mi ̍h 改講

題，mā ài公布當天 ê錄影資料thang-hó chhoē-chhut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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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é清網路頂面對本人無實在 ê謠傳kap指控！

第二：黃春明ài就「不倫不類」等侮辱台語文ê言語，公開向鄭

良偉教授、洪惟仁教授以及所有台語文作家kap工作者

hoē失禮！

第三：假使黃春明認為台文界對伊有誤解，歡迎kap本人蔣為

文公開辯論，接受社會大眾 ê評議！

（作者是成大台灣文學系副教授，發表於Facebook，201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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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

悼一個台灣作家良心之死

－－抗議黃春明演講之始末與公開聲明

蔣為文

文訊雜誌社及趨勢教育基金會等單位於2011年5月24日在台南的

國立台灣文學館辦理百年小說研討會。大會邀請作家黃春明先生做

專題演講，題目為「台語文書寫與教育的商榷」。先前看到宣傳時

還在質疑大會有沒有搞錯，黃春明並非台語文專家，為何會請他講

這個題目？沒想到他竟然來台語作家大本營的台南，而且就是講這

個題目。

雖然之前就有流傳他對台語文教育有極負面的意見，但仍抱

著好奇、想一探究竟的心態報名出席該研討會。沒想到他的演講果

真充滿偏見、扭曲事實的內容。他一開始就以充滿負面的「閩南

語」、「方言」來稱呼台語，並以「中國人」來自居。他以台灣也

過端午節為例，表示台灣中國同文同種，不應該搞一邊一國。其

實，越南與韓國也都有端午節，難道越南與韓國都要變成中國嗎？

關於台語教育，他在演講中坦言自己看不懂國小台語文課本。他不

檢討自己是台語文盲，卻怪罪台語課，認為本土語言課會增加學生

的負擔。試問，如果美國總統歐巴馬不去上學，他會讀寫英文嗎？

平常會講台語，如果不學，當然就看不懂台語文！此外，他又批評

台語只有口語，沒有書面語。其實，在黃春明還沒出生的1885年，

就已經有用台語羅馬字書寫的《台灣府城教會報》報紙出現，該報

紙刊行不少台語白話小說。甚至，1926年鄭溪泮也出版長篇台語小

說《出死線》。試問，黃春明知道嗎？主辦單位知道嗎？台灣百年

小說研討會為何刻意遺漏台灣母語小說！？

演講到約40分鐘的時候，黃春明越講越激動，更直接點名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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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語文前輩鄭良偉教授及洪惟仁教授，並批評台語文書寫是「不倫

不類」。這時，不只是我，只要是有良心、有血性的台灣人都會按

耐不住！於是我們在原座位上高舉海報靜聲抗議。海報分別用台語

及華語書寫：「Tâi-oân chok-ka ài iōng Tâi-oân-gí chhòng-chok!」、「台

灣作家不用台灣語文，卻用中國語創作，可恥！」及「用殖民者的

語言華語創作才須商榷！」。我們沒有搶黃春明的麥克風，也沒有

阻礙他發言。但他卻摔麥克風，衝向我這邊，做勢要打我。同時幾

個穿紅衫的工作人員也擠過來要搶我們的海報並驅趕我們。

我心中納悶：為何他可以點名侮蔑別人，卻不容別人對他的

沈默抗議？於是我發言向他抗議，質疑他憑什麼批評台語文運動者

追求母語文學與教育的努力！

抗議約十分鐘後，我們收起海報，讓黃春明繼續演講。沒想

到，他還是邊講邊罵。於是我再度舉海報抗議！他卻口出惡言，用

北京話罵「操你媽的B」且比中指侮辱我們。於是我們退席抗議！

原本該研討會在網路有全程實況轉播及錄影，沒想到會後該

場錄影卻從網站中移除。並且，網站中黃春明的專題演講題目也被

竄改為「請讀一頁小說」。我不曉得負責執行的文訊雜誌社及趨勢

教育基金會是否在隱藏什麼不可告人的祕密？

本人在此鄭重呼籲與要求：

第一：文訊雜誌社及趨勢教育基金會必須解釋為何竄改講題，

且須公布當天錄影資料，以還原真相，釐清網路上對

本人的不實謠傳與指控！

第二：黃春明必須就「不倫不類」等侮蔑台語文的言論，公開

向鄭良偉教授、洪惟仁教授與所有台語文作家及工作

者道歉！

第三：如果黃春明認為台文界對他有誤解，歡迎與本人蔣為文

公開辯論，接受社會大眾的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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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那麼糟糕的台灣文學界！

－－公開回應陳芳明的不實指控

蔣為文

為讓母語文盲的陳芳明教授看懂我的回應，本文暫時以中文

書寫。

針對本人抗議黃春明之事件，政大台文所陳芳明教授接受聯

合報記者採訪時指出「蔣為文的說法不但時空倒錯，更窄化台灣文

化、傷害其他族群感情」等說法，並在中國時報撰文扭曲台語文

學。針對陳芳明的不實指控，本人予以回應如下：

 首先，抗議當天陳芳明並不在場。他究竟是根據誰的不當轉

述或自我的想像來對我不實指控？本人當天是以台語及華語雙語抗

議，標題除了有中文之外，還有傳統白話字(教會羅馬字)。聯合報

介紹的全羅馬書寫系統是教育部2006年公布的台羅拼音，並非本人

自創。這些基本資料都沒查證就亂指控，難道這就是陳芳明教授的

學術態度嗎？

 陳芳明認為雖然1949年的中國國民黨政府是殖民政府，但

「現在迥異」，意指中華民國已經不是外來殖民政府。

或許中華民國已經產生質變，但基本上中華民國的中國統治

者本質還是不變！這個中華民國來台後只不過添加一些像陳芳明、

黃春明這種在地的中國文化買辦罷了！譬如，今年馬政府正在慶

祝中華民國一百年。試問，一百年前的1911年，台灣是日本的殖民

地，何來中華民國？這個中華民國若不是從中國流亡到台灣的外來

政權，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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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45年日本投降後聯軍統帥麥克阿瑟要求蔣介石代表聯軍

到台灣及越南北部接受日軍投降。當時越南國父胡志明看清蔣介石

企圖長期佔領越南的野心，因而用計聯合法國將蔣介石的二十萬大

軍趕出越南。當時的台灣因來不及獨立，就被在中國兵敗如山倒的

蔣介石佔領，以圖藉台灣的身來還中華民國的魂。除非中華民國改

國名且馬英九放棄終極統一，否則中華民國就仍是外來殖民政權的

事實不會改變！

台灣文學包含原住民語文學、客語文學及台語文學。台語文

學包含全漢字、漢羅、全羅馬字的書寫方式。由於台灣特殊的殖民

地歷史背景，在殖民統治底下暫時用日語或華語寫作，也算是過渡

時期的台灣文學。但我們的終極目標是希望台灣各族群從殖民者語

文過渡到使用族群母語創作台灣文學。這是多數台文界作家與學者

的真正主張！陳芳明有真正去了解過嗎？本人大學時代曾在淡江大

學創辦台語文社，並曾邀請陳芳明前來演講台灣史。當時他對台灣

母語文學的態度就和二十年後的今天一樣無知！讓我真正感到失

望！

公元1885年巴克禮牧師開始用台語發行《台灣府城教會報》，

裡頭刊載不少台語文學作品。此外，也有台語長篇小說，譬如1924

年賴仁聲的《阿娘的目屎》、1926年鄭溪泮的《出死線》。當代也

有《台文通訊》、《台文罔報》、《首都詩報》、《台文戰線》、

《海翁台語文學》等台語文學雜誌。這些台語文學作品的頁數排起

來絕對比陳芳明的身高還高，而非他認為的區區兩頁！陳芳明對台

灣文學的貢獻也根本不及巴克禮牧師的百分之一！

法國殖民統治時期的越南文學家范瓊精通法語、漢文、越南

喃字及羅馬字。他雖然也用法語寫作，但他在主編的《南風雜誌》

上公開呼籲：「總而言之，國學不能脫離國文。若沒有國文就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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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國學。我們越南國過去不應該用漢字建立國學，未來也不應該

用法文建立國學。我們越南國要建立國學就要用越南話文才對。」

越南能，台灣文學界做得到嗎？

（作者是成大台灣文學系副教授，發表於Facebook，201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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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文學系kám是謀殺台灣母語ê共犯!?

蔣為文

若chún翻開全球殖民地ê歷史，咱ē-tàng發現絕大部分 ê殖民地tī 

達成政治獨立了，原有 ê外來政權lóng撤出殖民地koh tńg--khì到in原

有殖民者母國。像講，越南脫離法國獨立了，法國殖民政權ùi越南

撤出koh tńg--khì到法國母國；韓國脫離日本殖民統治了，日本殖民

政權mā ùi韓國撤回日本。

台灣ùi 17世紀到taⁿ 陸續受tio̍h 無kāng外來政權 ê殖民統治。Chit-

kóa外來政權當中，大部分lóng tòe tio ̍h殖民政權ê落幕tôaⁿ-á離開台

灣，像講早期 ê荷蘭kap近期 ê日本總督。‹-koh m̄a有chi̍t kóa因為殖

民者失去殖民母國、無法度tńg--khì soah tō ài寄生tī 殖民地ê例。像講

早期ê鄭氏王朝kap近期 ê中華民國tō是chit類 ê寄生政權。

一般得來講，殖民地tī 脫離殖民政權獨立了，雖然tī 政治形式

頂頭達成獨立，˜-koh tī其他領域親像經濟、文化、文學等soah無一

定ē-tàng擺脫舊殖民政權 ê陰影kap掌控。這就是所謂 ê後殖民現象。

Hoān-sè有人會問，台灣kám已經結束殖民時期kiâⁿ到後殖民 ê階段

à？無kāng ê學者hoān-sè有無kāng ê見解。在我看來，2000年本土政

黨「民進黨」選贏總統大選chit年勉強ē-tàng算是近代中華民國殖民

kap後殖民時期 ê分界點。

台灣政治 ê本土化象徵台灣tī 中華民國殖民體制ē-kha ta̍uh-ta̍uh-á

踏入後殖民時期。Tòe tio̍h政治本土化 ê前進，台灣本土語言文化mā 

ta̍uh-ta̍uh-á hông重視。像講chit kúi年來台灣各大學陸續成立bē chió

台灣文學kap台灣語言 ê相關系所。Chit款趨勢ká-ná表明本土語言文

化已經出頭天、已經擺脫舊殖民政權 ê陰影à。‹ -koh，kám真正án-

ne？若chún ùi各大學台灣文學系所開設ê課程、舉辦 ê研討會、kap發

表 ê論文來看，華語kāng-khoán iáu維持絕對優勢 ê份量，ah本土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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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佔 ê比例kāng-khoán真偏低。

因為寄生政權khah好掩護伊外來統治ê本質，致使當前各大學台

灣文學系所soah普遍認同「華語」是「台灣話」、˜是殖民者 ê「外

國話」。Chit款「認同混淆」現象顯示，現此時台灣母語（包含原

住民語、客語、台語）ê上大危機tō tī leh「華語」當teh透過教育體制

進行「內化」thang合理化伊tī台灣使用、甚至是取代台灣母語ê正當

性。也就是講「華語」當teh ta̍uh-ta̍uh-á hông承認做Hō-ló、客家、原

住民族ê新母語。當tong使用華語 ê正當性hông確立了，其他族群恢

復使用族群母語ê意願ún-tàng相對降低。咱beh問，nā chún「華語」

ē-tàng是「台灣話」，為怎樣pêⁿ-pêⁿ 統治台灣50冬 ê殖民者語言 ê

「日語」bē-tàng chiâⁿ-chò「台灣話」？Hit-kóa來自西方國家ê傳教士

像講「巴克禮」（Thomas Barclay, 1874-1935）、「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 1871-1918）、「馬偕」（George L. Mackay, 1844-1901），為台

灣奉獻一世人koh留落bē chió 用英文寫--ê ê台灣文獻。是án-chóaⁿ in ê

母語「英語」bē-tàng號做「台灣話」，soah tō hông列做外國語？Iáu 

koh有hit-kóa來自東南亞所謂 ê「越南新娘」、「kham-po͘-di-a新娘」ê

新新台灣人ê母語「越南語」及「kham-po͘-di-a語」thái無改號做「台

灣話」？

事實上，華語ē - s á i是台灣國ê「國民ê語言」（l a n gu a ge s o f 

citizens），˜ -koh絕對˜是「台灣語言」（Taiwanese languages）。

華語、英語hām越南語kap其他新移民ê語言kāng-khoán，ē-sái是台灣

ê國民teh使用ê語言之一，˜-koh lóng ˜是具有台灣傳統歷史文化代

表性 ê「台灣語言」。Ká-sú馬英九、宋楚瑜、連戰等chit-kóa中國人

願意認同台灣koh chiâⁿ-chò台灣國ê新住民，in當然有選擇使用「華

語」做in ê母語 ê權利。‹ -koh這並無代表in有拒絕學台灣語言 ê權

利，koh khah無代表其他族群lóng ài放棄原有族語、有改用「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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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母語 ê義務！‹-koh真可惜的是，有bē-chió台灣文學ê研究者soah

陷入思考 ê  lō͘-ko͘-moâi，自認為接納華語、放棄台灣母語chiah是「包

容心」ê表現。Chit款「包容心」 ê 具體表現就t ī l e h台灣文學系所

ê 入學考試k a p課程設計當中： l ó n g用華語做主體、k ā母語當做

˜-chiâⁿ-mı̍h。像講，真chē台文系所 ê入學考試kan-taⁿ考華語、無提

供考生選考台灣母語ê權利；課程kan-taⁿ要求必修第二外語、soah無

要求修台灣母語；上課kan-taⁿ講華語或者日語寫作 ê作品、soah bē-

giàn介紹母語文學。Chit款ê台灣文學系根本tō ài正名做「中國文學系

現代組」chiah tio̍h！Hit-kóa kiò-sī ka-tī 心胸廣大 ê「母語文盲」，若

beh講是「包容心」 ê表現，khah輸講是甘願做謀殺母語 ê共犯thang

維護in既有 ê中文既得利益niā-niā。

若chún台灣已經kiâⁿ入後殖民ê時期，頂面講-- ê台灣文學系所充

滿殖民時期「國語政策」陰影、排斥台灣母語ê現象tú-hó是siōng-hó 

ê例。

（原文刊tī蔣為文2005《語言、認同與去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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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

台灣文學系豈是謀殺台灣母語的共犯!?

蔣為文

如果翻開全球殖民地歷史，我們可以發現絕大部分的殖民地

在達成政治獨立後，原有的外來政權均撤出殖民地並回到其原有殖

民者母國。譬如，越南脫離法國獨立後，法國殖民政權從越南撤出

並回到法國母國；韓國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後，日本殖民政權也從韓

國撤回日本。

台灣從17世紀以來陸續受到不同外來政權的殖民統治。這些外

來政權當中，大部分均隨著殖民政權的落幕而離開台灣，譬如早期

的荷蘭和近期的日本總督。然而也有一些因殖民者失去殖民母國、

無法回國以至於必須寄生在殖民地的例子。譬如早期的鄭氏王朝及

近期的中華民國就是這類的寄生政權。

一般來說，殖民地在脫離殖民政權獨立後，雖在政治形式上

達成獨立了，然而在其他領域諸如經濟、文化、文學等卻未必能擺

脫舊殖民政權的陰影與掌控。這就是所謂的後殖民現象。或許有人

會問，台灣已經結束殖民時期走到後殖民的階段了嗎？不同的學者

或許有不同的見解。在我看來，2000年總統大選由本土政黨「民進

黨」獲勝，或許可以勉強視為近代中華民國殖民與後殖民時期的分

界點。

台灣政治的本土化象徵著台灣在中華民國殖民體制下，逐漸

邁入後殖民時期。隨著政治本土化的邁進，台灣本土語言文化也逐

漸受重視。譬如，近年來台灣各大學陸續成立不少台灣文學及台灣

語言相關系所。這股趨勢似乎表明本土語言文化已出頭天、已擺脫

舊殖民政權的陰影。然而，果真如此嗎？如果從各大學台灣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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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開設的課程、舉辦的研討會、及發表的論文來看，華語仍然維持

絕對優勢的份量，而本土語言所佔的比例仍然相當偏低。

由於寄生政權較容易掩護其外來統治的本質，導致當前各大

學台灣文學系所普遍認同「華語」是「台灣話」而不是殖民者的

「外國話」。此一「認同混淆」現象顯示，台灣母語（包含原住民

語、客語、台語）當前的危機乃在於「華語」正在透過教育體制進

行「內化」以合理化其在台灣使用、甚至是取代台灣母語的正當

性。也就是說「華語」正逐漸被承認為Holo、客家、原住民族的新

母語。當華語使用的正當性被確立後，其他族群恢復使用族群母語

的意願則勢必相對降低。我們不禁要問，如果「華語」可以是「台

灣話」，那為何同是近代殖民者語言的「日語」不能成為「台灣

話」？那些來自西方國家的傳教士諸如「巴克禮」、「甘為霖」、

「馬偕」，為台灣奉獻一輩子並留下不少以英文著述的台灣文獻，

為何他們的母語「英語」不能稱為「台灣話」，卻得被列為外國

語？甚至是那些來自東南亞所謂「越南新娘」、「柬埔寨新娘」的

新新台灣人的母語「越南語」及「柬埔寨語」為何不改稱為「台灣

話」？

事實上，華語可以是台灣的「國民的語言」（l anguages of 

citizens），但絕不是「台灣語言」（Taiwanese languages）。華語、

英語和越南語及其他新移民的語言一樣，可以是台灣的國民在使用

的語言之一，但都不是具有台灣傳統歷史文化代表性的「台灣語

言」。如果馬英九、宋楚瑜、連戰等這些中國人願意認同台灣並成

為台灣國的新住民，他們當然有選擇使用「華語」為其母語的權

利。但這並不代表他們有拒絕學台灣語言的權利，更不代表其他族

群都要放棄原有族語、改用「華語」為母語的義務！可惜的是，有

不少台灣文學的研究者卻陷入思考的泥沼，自認為接納華語、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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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母語才是「包容心」的表現。這種「包容心」的具體表現就在

於台灣文學系所的入學考試及課程設計當中，清一色以華語為主體

而視母語比雞肋還不如。譬如，許多台文系所的入學考試只考華語

而不提供考生選考台灣母語的權利；課程只要求必修第二外語、卻

不要求修台灣母語；上課只談華語或日語寫作的作品、卻不屑談母

語文學。這樣的台灣文學系或許應該正名為「中國文學系現代組」

才對吧！而那些自以為心胸廣大的「母語文盲」，與其說是「包容

心」的表現，不如說是要維護其既有之中文既得利益而甘願做謀殺

母語的共犯罷了。

如果台灣已邁入後殖民的時期，上述的台灣文學系所充滿殖

民時期「國語政策」陰影、排斥台灣母語的現象正是最佳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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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芳明們，不要製造台灣文學生態災難！

－－再度回應陳芳明的謬論

蔣為文

在母語文盲陳芳明教授還沒學會台文書寫之前，本人仍將權

宜地使用中文回應陳芳明的謬論。

近日發言污名化本人並認為母語文學會「窄化台灣文化」 (聯

合報)且「堅用台文恐失溝通平台」 (公視)的政大台灣文學所所長

陳芳明今日來到國立台灣文學館參加鹽分地帶文學研討會的圓桌會

議。在提問期間，陳芳明不僅不正面回答現場多人針對母語文學的

質疑，還刻意分化族群和諧，實令人感到遺憾與不可思議。

不僅地球暖化，人為因素通常也是造成生態失衡的主因。不

當的引進外來物種通常是造成本土物種滅絕的原因之一。譬如美國

大螯蝦、福壽螺與紅火蟻等都對台灣的生態造成嚴重破壞的後果。

外來物種並非不能引進，但必須在對當地物種不構成生存威脅的條

件下，逐步與本地物種形成生態平衡才行。若因引進外來物種而造

成本地多數物種死亡，這絕對是災難，而非生態多樣。

隨著地球自然生態受破壞事件日益增多，世界文化多樣性也

遭受空前的浩劫。本人深信，台灣文學絕對是多元文化的文學，包

含原住民族語文學、客語文學及台語文學。即使是華語、日語、英

語及越南語等台灣國民使用的語言，當然也可以成為台灣文學的一

部分。但，如果台文系(所)必須獨尊華語，這絕對是霸權心態，而

非多元文化的表現！

如果陳芳明真的是文化多元主義者，就應該展現在台文所的

專業設計。可惜，從政大台文所的設計，只見獨尊華語，卻不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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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母語文學的蹤跡(參閱圖一)。譬如，碩班入學考寧可考國文、英

文及中國文學史，卻不容台灣語文。畢業語文寧可要求第二外語，

卻不屑台灣語文。試問這樣合理嗎?英文系加強英文，日文系加強

日文，中文系加強中文，台文系加強台灣語文，這本是專業訓練應

有的分工合作。可惜，陳芳明卻假藉文化多元之名，行霸凌台灣語

文之實！

我在此鄭重呼籲陳芳明們，立即停止製造台灣文學生態災

難，讓台灣文學回歸真正的多元面貌吧！

圖一：政大台文所ê專業訓練設計

	 台灣語文課 碩　士　班 博　士　班 畢　　業

 或母語文學課 入學考科目 入學考科目 語文要求

 無 1.國文 1.專業外文 1.英文

  2.英文 （英日各50%） 2.第二外語

  3.台灣文學史 2.台灣文學史

  4.文學理論與批評 3.文學批評

  5.中國文學史 

（作者是成大台灣文學系副教授，發表於Facebook，2011/6/12）

政
大
台
文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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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迷思與霸權！

－－回應陳芳明〈離開漢字，台語如何成立?〉

蔣為文

在母語文盲陳芳明教授還沒學會台文書寫之前，本人仍將權

宜地使用中文回應陳芳明的謬論。

台灣文學是多元文化的文學，包含原住民族語文學、客語文

學及台語文學。其書寫文字可以包含漢字與羅馬字。至於華語、日

語、英語及越南語等台灣國民使用的語言，當然也可以成為台灣文

學的一部分。但，如果必須遵循陳芳明那種獨尊漢字與華語的做

法，這絕對是霸權心態，而非多元文化的表現！

如果陳芳明真的是文化多元主義者，就應該展現在政大台文

所的專業設計。可惜，從政大台文所的設計，只見獨尊華語，卻不

見台灣母語文學的蹤跡。譬如，碩班入學考寧可考國文、英文及中

國文學史，卻不容台灣語文。畢業語文寧可要求第二外語，卻不屑

台灣語文。試問這樣合理嗎？英文系加強英文，日文系加強日文，

中文系加強中文，台文系加強台灣語文，這本是專業訓練應有的分

工合作。可惜，陳芳明卻假藉文化多元之名，行霸凌台灣語文之

實！

台灣原住民族的語言屬南島語系，如果硬要原住民族使用漢

字來書寫族語，不僅是霸凌原住民族也是貽笑國際的做法！使用漢

字與否，見仁見智。但逼迫他人使用漢字就是霸權心態！早於中國

五四運動之前，台灣就用羅馬字(俗稱白話字)在辦報紙、設學校以

進行現代教育，並培養出許多白話字作家，譬如鄭溪泮、賴仁聲、

蔡培火等。過去使用漢字的日本、韓國、朝鮮與越南，在二十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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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也都廢除漢字或限制漢字的數量。即使在中國，也有不少學者與

作家主張廢漢字，譬如國學大師錢玄同及作家魯迅就曾主張廢除漢

字。試問陳芳明，你的中國國學程度有錢玄同的百分之一嗎? 錢玄

同與魯迅都知道漢字的侷限了，你卻要台灣人用母語來陪葬，合理

嗎？

（作者是成大台灣文學系副教授，發表t ī《中國時報》我有話要

說，201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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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狼又來了嗎?

－－回應余光中對台灣母語文學的抹黑

蔣為文

作家余光中先生1928年出生於中國江蘇南京，1950年移居台

灣。與中國國民黨關係良好的他於1977年在聯合副刊發表〈狼來

了〉以打擊當時正興起的台灣鄉土文學創作風氣。近日，余光中

又於聯合報抹黑本人的台灣母語文學主張，直指「別把自己做小

了」、「把單純的語言問題複雜政治化」。

請問余光中，世界何其大，你為何用華語創作，把自己侷限

在狹隘的中國地方主義？你有權利選擇用華語創作，台灣人當然也

有權利使用台灣語文創作！當初反共的你，為何近年「回大陸太頻

繁，鄉愁詩已寫不出」，且急於在中國出版你的著作？你究竟是台

灣人還是中國人？二十年前「前衛出版社」出版台灣作家全集時，

黃春明都勇於向出版社表明拒絕被納入台灣作家行列，你呢？當初

反對台灣文學存在的余光中，你為何於2008年還有臉接受政治大學

台灣文學所陳芳明的安排，獲頒名譽文學博士學位？如果你選擇當

一個中國作家，就要像魯迅、胡適那樣有格調，才會受尊重。如果

你選擇當台灣作家，不用和賴和、黃石輝、蔡培火等人比，至少也

要有黃春明那種向前衛出版社說不的勇氣，去向中國說不。

請問余光中，你知道甚麼是「做賊喊捉賊」嗎？上個世紀中

國國民黨來到台灣後，以政治的鐵腕實施國語政策，逼迫台灣人學

中國話。我們台灣人要求恢復使用台灣語文有錯嗎？世界上的語言

約有六千餘種，台語人口約占全球第23名，客語人口約占第3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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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使用台灣母語就會把自己做小，那麼排名在台語、客語之後的

芬蘭語、挪威語、瑞典語、馬來語等近六千種語言是不是也不需要

發展文學？

請問余光中，你究竟在怕甚麼？或者你就是那匹狼？

（作者是成大台灣文學系副教授，發表tī《台灣時報》頭家心聲，

201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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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語不僅是生活語言，也是教育語言

蔣為文

語言的使用可以分為公領域與私領域。公領域包含學校、大

眾媒體、公共場合等，私領域則包含家庭成員內部對話等。正常情

形下，具有活力的語言會包含公、私領域的使用範圍。但在殖民地

或內部文化殖民體制下，統治者通常會獨尊某種語言，甚至剝奪其

他本土語文在公領域使用的機會，進而利用醜化、污名化的方式讓

族語使用者自行放棄自己的母語。當族語在私領域淪陷時，該族的

母語也就消失了。

私領域當然是維護族語的最後一道防線，但不代表族語不需

要在公領域使用的權利。族語當然要從生活中做起，譬如父母要

和子女多多使用台灣的母語(原住民族各族語、客語或台語)。但試

問，如果學校不使用台灣語文，甚至有排斥台灣語文的現象產生，

學生有動機傳承或學習族語嗎？語文能力通常包含聽、說、讀、寫

四部份。家庭教育通常僅能擔負聽與說的傳承，但讀、寫經常得仰

賴學校的專業教育。讀寫能力不僅有利於聽說能力的發展，更有利

於認識自己的文學與文化傳統。「母語只要在家裡講，不需要去學

校上課」這種觀念其實是嚴重的錯誤。如果這種邏輯行得通，中國

有那麼多使用北京話為母語的人口，他們還需要去上學嗎？

在正常的國家裡，學校採用學生的母語作為「教學語言」

是很普遍的現象。以美國總統Bush為例，他在就讀小學前是用美

語，開始讀書也是用美語。他在學校一方面加強美語的聽、說、

讀、寫的能力，一方面用美語來學習數學、社會、藝術、物理、音

樂等等的課程。這種以母語作為「教學語言」的方式是我們台灣應

該要走的方向。可惜，我們台灣目前的母語教育停留在將母語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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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科目，當作外國語言來教授。在小學，一禮拜只有1節課上本

土語言，其他的課卻完全不使用民族母語。這樣的做法已經嚴重剝

奪台灣人的台灣語文教育權！

數百個非政府組織與國際筆會中心的 220位代表，在 1996年公

布了《世界語言權宣言》。該宣言主張族群母語的權益如下：

第27條：所有語言社群都有資格教育他的成員，讓其能得到與

自己文化傳統相關的語言的知識，例如能做為其社

區慣習用語的文學跟聖言。

第28條：所有語言社群都有資格教育他的成員，讓其能徹底瞭

解自己的文化傳統（歷史、地理、文學及其他文化

表徵），甚至可以延伸至學習其它自己所希望瞭解

的文化。

第29條：人人都有資格以自己所居住區域的特定通行語言來接

受教育。

第30條：所有語言社群的語言及文化要在大學階段作為研讀及

探究的主題。

由此可知，母語的受教權是國際上受保障的國民基本權利，

台灣人爭取台灣語文教育權有其正當性與合法性！

（作者是成大台灣文學系副教授，發表於Facebook，20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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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語的文學，文學的台語
－－談台灣語文標準化與教育困境

蔣為文

許多國家的語文標準化與現代化都是在民族國家形成當中，

依賴宗教、政治力去規範出來。在西方，十六世紀時「馬丁路德」

提出宗教改革，將拉丁文聖經翻譯成白話德語，帶動了西歐各國國

民文學與書寫標準化的形成。在中國，胡適於1917年發表〈文學

改良芻議〉，1918年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提出白話文學及

「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主張，打響中國語文標準化與現代化

的訴求。

眾所皆知，中國在1919年五四運動前，主要是以文言文為書

寫主流與標準。那時的中國文人絕大多數沒有書寫白話文的經驗，

也尚未形成中國白話文的標準化。胡適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

時提到：「中國固然有了一些有價值的白話文學，但是没有一個人

出來明目張膽的主張用白話為中國的「文學的國語」。…白話文學

不成為文學正宗，故白話不曾成為標準國語。…我們今日提倡國語

的文學，是有意的主張。要使國語成為文學的國語。有了文學的國

語，方有標準的國語。」言下之意，如果作家都不書寫白話文，白

話文的書寫標準就不可能形成。同理，如果台灣作家不用台灣語文

書寫，台灣語文書寫標準化就很難達成。

中國白話文運動可以成功，除了胡適等人臨門一腳的呼籲與

身體力行之外，中國政府透過公權力及教育體制長期支持也是成功

的關鍵。譬如中國於1912年設立讀音統一會，之後又陸續成立國語

研究會(1916)、國語統一籌備會(1918)、國語推行委員會(1935)

等。中華民國流亡來到台灣後，以獨尊國語(北京話)的政策強迫台

灣人學習，才造成中國白話文在台灣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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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因長期受外來統治，台灣語文的教育權被排除在教育體

制之外，導致多數的台灣人即便中文、英文很好，卻也不過是母語

的文盲。目前台灣語文標準化與教育困境大致如下：

第一，遭某些政客、名嘴、媒體刻意醜化扭曲。台灣語文包

含原住民族語、客語及台語。台灣人主張恢復自己的族語寫作有何

錯誤，又為何得接受「不倫不類」、「短視」、「心胸狹窄」、

「台語霸權」的抹黑？難道得放棄台灣母語才算心胸寬廣嗎？由於

台灣特殊的殖民地歷史背景，在殖民統治底下暫時用日語或華語寫

作，當然也算是過渡時期的台灣文學。但不代表我們要放棄自己的

民族母語啊！多數母語作家的終極目標是希望台灣各族群從殖民者

語文過渡到使用族群母語創作台灣文學。

第二，台灣人自己不看重台灣語文書寫的重要性。蔡培火曾

於1925年用台語白話字出版《十項管見》。他曾提到，台灣文化難

以提升有三大原因：一、自己不看重學問。二、統治者刻意壓抑。

三、漢字太困難。此外，越南知名的歷史學家陳重金提及中國統治

越南期間：「…不管大人小孩，誰去上學都只學中國歷史，而不學

本國史。詩賦文章也要取典于中國，對本國之事則是隻字不提。國

人把本國歷史看成微不足道，論為知之無用。這也是由于自古以來

自己沒有國文，終生只借助于他人的語言、他人的文字而學，什麼

事情都受人家感化，而自身無任何特色，形成像俗語所說嫌裡媚外

的那種狀況…」。台灣人當今的處境又何嘗不是如此？

第三，多數台灣人不曉得台灣語文的書寫歷史與傳統。就如

同馬丁路德出版白話德語聖經，台灣於1873年就有白話台語聖經的

出現，甚至在中國白話文運動前台灣就有不少人用台語白話字創

作。這些寫作成果都已成為台灣的文字傳統。可惜，因為教育斷

層，後來的人永遠不知道前人的成果。特別是二次戰後，有心推廣

台文書寫者，因不了解歷史，於是都從頭開始，導致台文書寫的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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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

第四，台灣語文的教育權受剝奪。台灣雖然自2001年起開始

實施台灣本土語言教育，但所佔的課程比例微乎其微。圖表 1是國

小到大學學生每週必修的華語、英語及台灣母語課程節數統計。華

語獨霸節數，每週合計17~24節課。英語其次，約12~16節。台灣母

語最可憐，僅1節，且僅限於國小。試問，這樣合理嗎？

圖表 1. 小學到大學每週課程節數比較

 華語 英語 台灣母語

國小 5~6 1~2 1

國中 4~5 3~4 0

高中 4~7 4 0

大學 4~6 4~6 0

合計 17~24 12~16 1

*台灣母語含原住民族語、客語及台語

第五，政治資源分配不公平。台灣語文過去遭受國語政策的

影響導面臨很嚴重的失傳危機。幸好這幾年來陸續成立了原住民

族委員會及客家委員會，多少可以做一些搶救原住民族語與客語

的工作。可惜，人口數佔75%左右的台語人卻變成了「多數的弱勢

者」。以2010年的政府預算為例，原住民族委員會的年度預算是

72.5億，客家委員會是27億。這些預算當中尚未包含教育部國語會

編列的預算。而台語的預算呢？勉強要算，就只有國語會台語組那

區區幾千萬的預算而已，比外配基金的3億還少。據說，國語會將

被降級收編到社教司底下。果真如此，台語的資源將更加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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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2. 2010年中央政府分配給各語族的預算(單位：億)

華語 原住民族語 客(頭)家語 台語 外配基金

國家機器 72.5 27 0.2 3

無限大

國際筆會於1996年公布《世界語言權宣言》，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也於2001年公布《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這兩個宣言都呼籲

世界各國要重視維護語言文化多樣性的重要。推廣台灣語文不僅是

本土化的需求，也符合國際化的潮流。台灣語文要如何才能活存下

去？以下建議供大家參考：第一，制訂語言平等法。第二，國小台

灣母語節數至少須3節。第三，比照英文與華文，國中、高中及大

學必修台灣語文。第四，設立台語電視台。第五，設立台語委員

會。

（作者是成大台灣文學系副教授，發表 t ī《自由時報》副刊，

201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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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應歸還台灣語文教育權

蔣為文

台灣近代歷經一百多年的國語政策，由於台灣語文教育權受

剝奪，導致台灣人母語的聽、說、讀、寫能力逐漸退化。也因為沒

有教育，導致黃春明、陳芳明等許多人不曉得早於中國五四運動之

前，台灣就用羅馬字(俗稱白話字)在辦報紙、設學校以進行現代化

教育。

公元1885年巴克禮牧師開始用台語發行《台灣府城教會報》，

裡頭刊載不少台語文學作品。此外，也有台語長篇小說，譬如1924

年賴仁聲的《阿娘的目屎》、1926年鄭溪泮的《出死線》；文化評

論書，1925年蔡培火的《十項管見》；醫學書，1917年戴仁壽的《內

外科看護學》；數學課本，1897年Gê Uî-lîm的《筆算的初學》。即

使在當代，有仍有人堅持以母語創作，譬如《台文通訊》、《台文

罔報》、《首都詩報》、《台文戰線》、《海翁台語文學》、《文

學客家》等台語或客語文學雜誌。

語言的使用可以分為公領域與私領域。公領域包含學校、大

眾媒體、公共場合等，私領域則包含家庭成員內部對話等。正常情

形下，具有活力的語言會包含公、私領域的使用範圍。但在殖民地

或內部文化殖民體制下，統治者通常會獨尊某種語言，甚至剝奪其

他本土語文在公領域使用的機會，進而利用醜化、污名化的方式讓

族語使用者自行放棄自己的母語。

私領域當然是維護族語的最後一道防線，但不代表族語不需

要在公領域使用的權利。族語當然要從生活中做起，譬如父母要

和子女多多使用台灣的母語(原住民族各族語、客語或台語)。但試

問，如果學校不使用台灣語文，甚至有排斥台灣語文的現象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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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有動機傳承或學習族語嗎？語文能力通常包含聽、說、讀、寫

四部份。家庭教育通常僅能擔負聽與說的傳承，但讀、寫經常得仰

賴學校的專業教育。讀寫能力不僅有利於聽說能力的發展，更有利

於認識自己的文學與文化傳統。「母語只要在家裡講，不需要去學

校上課」這種觀念其實是嚴重的錯誤。

數百個非政府組織與國際筆會中心的 220位代表，在 1996年公

布了《世界語言權宣言》。該宣言主張族群母語的權益如下：

第27條：所有語言社群都有資格教育他的成員，讓其能得到與

自己文化傳統相關的語言的知識，例如能做為其社區慣習用語的文

學跟聖言。

第28條：所有語言社群都有資格教育他的成員，讓其能徹底瞭

解自己的文化傳統（歷史、地理、文學及其他文化表徵），甚至可

以延伸至學習其它自己所希望瞭解的文化。

第29條：人人都有資格以自己所居住區域的特定通行語言來接

受教育。

由此可知，母語的教育權是國際上受保障的國民基本權利，

台灣人爭取台灣語文教育權有其正當性與合法性！

（作者是成大台灣文學系副教授，發表日期201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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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教育部霸凌台灣文化

蔣為文

還我台灣語文教育權聯盟召集人

據中央廣播電台報導，教育部「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發展會」

16日審議通過中華文化基本教材課程綱要，並修正高中國文課程綱

要，將原本高中國文課綱中的選修科目「論孟選讀」，另外增加

「大學」與「中庸」內容，並將科目名稱更名為為「中華文化基本

教材」，從明年8月起，列為高中必選修，共4個學分。

還我台灣語文教育權聯盟之三十餘社團代表剛於6月13日前往

教育部要求歸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障的台灣母語教育權，教育

部不僅沒有正面回應，隨即於16日通過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必修4學

分。教育部這種獨尊中華文化、霸凌台灣文化的雙重標準作法，實

在可恥！現行高中國文課每週已有4至7節，若加上中華文化基本教

材實已超量。相形之下，高中課程完全排除台灣語文教育權。為何

這4學分不能分配給台灣語文？

我們在此鄭重呼籲教育部，立即撤銷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必修

課！將國中、高中與大學國文必修課改為本國語文，讓學生有權利

從原住民族語、客語、台語或華語當中自選教育語言！

（發稿日期201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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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不把台灣人當人看！

蔣為文

最近中國國民黨中常委廖萬隆發言不慎引發歧視原住民的風

波。其實，這不是個案，而是馬英九團隊的慣例！譬如，教育部長

久以來就一直以閩南語、閩南人的稱呼來歧視台灣人！

根據《說文解字》的解釋，閩南語的「閩」字是蛇種、野蠻

民族的意思，具有對中國福建地區先住民及其後代歧視的意味。使

用「閩南人」及「閩南語」來稱呼台灣人及其族語，就如同用「番

人」、「番語」、「雜種」來歧視台灣原住民及其族語一樣，均已

違反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及國際筆會《世界語言權宣言》的種

族平等精神。

教育部前年公布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語文學習領

域執意採用閩南語一詞來歧視台灣人。之後，國立編譯館亦配合教

育部，恐嚇出版社必須於教科書上採用閩南語一詞，否則審查時不

予通過。譬如，金安出版社所出版的教材原本均稱為台語課本，最

近卻礙於教育部的霸凌行為，不得不改為閩南語。此外，最近教育

部辦理的閩南語認證考試，連台灣二字都不用，直接稱閩南語。這

些行為均顯示教育部的粗暴心態！

「台語」一詞在台灣已經使用一百年以上，連戰的阿公連橫

出版《台灣語典》時也都用這個稱呼。從來沒人否定台語、客語與

原住民族語均為台灣的本土語言。卻有人誤以為採用台語一詞就會

否定客語與原住民族語的本土地位。其實，中國閩南地區也有客家

人。所謂的閩南語也不只分布在閩南，廣東東部及東南亞各地也都

有。台灣的台語與中國的閩南語已經不完全一樣了，使用台語稱呼

才能凸顯台灣的特色，同時也才是尊重台灣人的文明行為！

（作者為「反對閩南語歧視稱呼」正名聯盟召集人，發表於《台灣

時報》頭家心聲201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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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人的母語死不完

蔣日盈

最近食品添加塑化劑事件，造成社會恐慌，尤其是身為父母

者。母語界正好也爆發成大教授嗆作家黃春明事件。看近日相關報

導，原來台灣的母語也被添加塑化劑，我們孩子的母語正不知不覺

在受傷害中。 

食品的塑化劑易被發現，母語的塑化劑卻已進入腦中，身為

父母者不但不緊張孩子的母語消失，甚至還跟「廠商」同一口徑。

大家都忘了嗎？台灣的母語當初是如何被打壓的？ 

國際上正常國家都很重視母語，先進國家為搶救母語不遺餘

力，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訂每年二月二十一日為國際母語日，母語

早就是國際議題。而我們的官員、作家、家長竟然有人認為母語僅

在家中使用即可，聯手在消滅祖先的語言，抹去祖先的文化資產，

剝奪孩子學習祖先語言的權利。想想那些先進國家，都是吃飽沒事

幹嗎？ 

叫人僅在家中使用母語，若不是無知，就是存心要讓母語

死。試想母語如果社會上用不著，有多少人會在家中講？ 

（作者為高雄師範大學台文所碩士生，台灣羅馬字協會梓官分會

長，發表於《自由時報》自由廣場，20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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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只准黃春明放火
劉承賢

初聞黃春明在台灣文學館演講現場，與聽眾爆發衝突，一般

人因著對知名人物的基本信賴，難免先入為主地認為黃春明受了委

曲，而這或許就是許多媒體及一般大眾，對這件事情的第一反應，

只是，如果我們就事論事，還原事情的真相，那麼，我們或許不會

這麼理所當然地認為黃春明是個無辜的受害者。

在此想指出，許多媒體及一般大眾沒注意到的是，黃春明之

所以會引起聽眾之一成大教授蔣為文的抗議，事實上是黃春明在演

講當中出言不遜在先，而蔣教授的抗議方式，一開始也僅止於靜默

地高舉海報，儘管如此，黃春明卻大聲咆哮、口出穢言、甚至衝下

台作勢要打蔣教授，如果說，黃春明可以在台上對支持台語文運動

的學者進行人身攻擊，搬弄台語文書寫及台語文學的錯誤資訊、甚

至出言污衊台語文學創作者，那麼，何以蔣教授連在台下靜靜地以

大字報抗議的權利都沒有，事態至此，難道不像「放火可以，點燈

卻不行」的一場鬧劇？ 

論者有以為蔣教授攜帶海報，已有預謀在先，但這並不是因

為蔣教授無的放矢之舉，蔣教授之所以有所預備，正是因為黃春明

有前科在先，早在以往演講就已出言不遜過，這次，又再次以「台

語文書寫與教育的商榷」為題要發表演說，關心台語文運動及母語

復振的蔣教授，當然有必要事先因應。 

和平抗議卻遭羞辱

可惜的是，蔣教授還真的料中，黃春明果然又利用演說場

合，點名侮蔑他人，而蔣教授平和地、安靜地以大字報抗議，卻遭

到黃春明本人及主辦單位的言語暴力甚至穢言羞辱，兩相比較，風

度可謂有天壤之別。

該場演說有全程錄影，沒想到會後該場錄影卻被逕由網站中

移除。並且，網站中黃春明的專題演講題目也一度被竄改為「請讀

一頁小說」，直到27號才又改回原題。我不曉得負責執行的文訊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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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社及趨勢教育基金會是否在隱藏什麼不可告人的祕密？

任何紛擾，接受公評是基本事理，但主辦單位事後將錄影資

料由網站拿下，且逕行竄改黃春明的講題，難道是因為理虧心虛？

如果黃春明及主辦單位自認有理、受了委曲，何妨將全程錄影公諸

大眾，讓大家來評評理。 

 (作者為李江却台語文教基金會副總幹事，發表於《蘋果日報》論

壇，2011/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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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學習台語的緣分

蔡氏清水

我來自越南，是台灣社會所正名的「新移民女性」。嫁來台

灣之後，為了融入、適應、生存，理所當然我要學習當地的語言。

我學習台語的原因有二：台語是台灣的母語，也就是說：我

夫家、我先生、我子女的母語，論情論義我應當去學習台語，如果

不去學習台語的話，那麼我這個媳婦還不能真正地算入境隨俗、嫁

雞隨雞的，不是嗎？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台語－用羅馬字書寫的

台語－與我越南母語很類似，它深深地吸引、打動原本排斥台語的

我！身在國外，只要看到某樣東西、某件事情對於我故鄉越南有

關，我都會去關心，哪怕是一則新聞，更何況是語言的相似呢!試

問如果我們外國人，吃台灣的米，喝台灣的水，呼吸台灣的空氣，

穿著像台灣人，與台灣人朝夕相處，久了，我們拿什麼來與台灣人

區分呢？唯一不同的是我們的語言，甚至我們的腔調、我們的口

音。來台十多年來，如今的我也已是「鄉音無改鬢毛衰」！

之前我相當排斥台語，因為在越南我已經學會華語了。我知

道在台灣如果懂得華語就夠用，就足以與人溝通、相處。我很討厭

什麼台語嘛，沒有字體，沒有基礎的發音，連字典、詞典也沒有。

直到我有機會跟在教會的老師從基礎學起，正確地接觸台語、了

解台語，我才知道原來台語不是我想的這樣。知道台語是台灣的母

語，它有歷史的脈絡、文化的背景、根源的基礎，而不是「有音沒

有字」、「不倫不類」的文字之後，我乖乖地、高興地去學習台

語，希望我還來得及，畢竟「知錯能改善莫大焉」！每次使用到台

語，尤其是用羅馬字書寫的台語，我寫得很快，寫得很輕鬆，雖然

身在台灣，感覺上好像再次地複習我的母語，再次使用我的母語，

這種牽掛母語的心情，您能了解、體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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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每一種語言都值得被尊重，包括我

的越南語，當然要有「先主後客」的心態，第一優先一定讓給台灣

人本身的母語，讓它融入社會各階層，而不只是在「家庭」使用而

已，再來才是其他語言的空間。

（作者為新移民，原載《自由時報》自由廣場，20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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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台灣族群母語存活的問題

蔡勝雄

前此教育部要求將小學「台語課本」改稱「閩南語課本」，

才予以審查，引發抗議。因為「台語」與「閩南語」有很大差異，

而且「閩」字用以指人或其使用語言，有輕視之意函，在二○○九

已有本土社團的抗議。最近更發生蔣為文vs黃春明事件，「台語」

或「台灣話」竟也變成爭議的用詞，成為另一枝節的戰場。有論者

說，「台語」有排他性，對客家或原住民族群不夠尊重。這種說法

幾乎是在呼應母語打壓者的說法。

目前台灣語文（無論客、台、原） 已面臨其存活的關鍵。蔣

為文教授關切的，應該是這一問題。語和文要一致。台灣文學要用

台語來寫，還是用「國語（北京話）」來寫的問題，更牽涉到國家

認同的問題。現在黃春明要否定台語文的價值，說台語不必教，不

必學，把它排除在教育體制外，要孩子在家庭，在天地間，沒有負

擔地自然學習。奈何現在連南部的年輕父母，都無法熟練地使用母

語（無論客、台、原) 作溝通。若然，不出一世代，台灣各族群母

語，通通要由急診室、加護病房送到太平間。

可知用心把台語與中國連結，是政治手法，是語言霸權的殖

民策略。模糊掉語言本身存在的意義與價值。當家的不但不營造助

長各族群母語的發展環境（客家與原民電視台都在阿扁執政時設立

的，現在還要在資源方面加以為難），還故意用「閩南語」一詞挑

撥族群的語神經，還說，這是還尊重予原、客語族。以此製造一些

枝節的爭議，分化對抗的力量。

（作者為台灣南社社員，發表於《台灣時報》頭家心聲，201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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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語沒有壓迫客語、原住民語！
鄭正煜

「聯合報」五月二十六日突然以一個全版、將近另一個半版

報導和批判蔣為文、黃春明的爭端，之後峰火連綿，連馬英九都致

電黃春明表示關心。不過最大的高峰是二十九日「聯合報」小社論

「黑白集」，質疑台語「是壓迫，還是被壓迫？」

「黑白集」表示：「說台語是『被壓迫語文』，卻完全是違

背事實的說法」。一直到今天許許多多本土的大學生，台灣母語說

不輪轉；中、小學生對鄉下來的祖母不能流暢使用華語，跟媽媽抱

怨「阿嬤好笨！」。筆者一位朋友刻意在全國第一高中名校建中校

門口站一小時，全程未見任何一位放學步出校門口的學生講一句台

灣母語，這是壓迫者的語言應有的「下場」嗎？「黑白集」可以如

此白變黑嗎？

「黑白集」又質疑「台語至上論者」「看不到福佬對客家、

原民的欺壓嗎？」

請「聯合報」以現有的社會現象具體舉證，「福佬對客家、

原民」怎麼「欺壓」？不要企圖挑動客家與原住民朋友仇視台語族

群的情緒！

十幾年前，台灣母語工作者力爭要求把台灣母語納入「九

年一貫課程綱要」中，當時「本國語文」定位為「國語」、「國

文」，另有「閩南語」、「客語」、「原住民語」列入「選修」。

依當時整體教育生態，選修就是沒人選、沒人修，學校甚至也不會

開課。結果閩南語組召集人姚榮松教授、客語組的羅肇錦教授、原

民組的浦忠成教授，分組努力制訂課綱草案，最後「本國語文」四

組綜合審議時，由於「國語文」組勢力獨大，三組台灣母語仍然列

入選修，導致關鍵性會議，客語、原語的羅肇錦、浦忠成因回天無

望，未曾出席。

鑒於事態嚴重，本土母語人士遂強力遊說民進黨十二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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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二十五位台灣母語專家、學者向楊朝祥部長施壓，之後還有非

常多的坎坷才有今天的小一至小六每週必選台灣母語一小時；國中

則列為選修，其實國中是甚少學校開課供選。 

綜上簡述，台語運動者不是只救台語，是連客語、原住民語

一起救，反而是與「聯合報」同質性極高的國民黨一直在攔截台灣

母語課程，所以打壓者是國民黨，不是台語人士，「聯合報」不要

顛倒黑白！

（作者為台灣南社前社長，原文發表於《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1/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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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國二流作品

鄭兒玉

人類是先有語言，到在五千年前，才用圖畫記號開始記錄，

就進入歷史時代。在記錄時，或是書寫後，才能看出其表達方式，

特別於該語言的文章構造（syntax），如是動詞的位置，露出該民

族／族群的特有無二（unique）之思考方法。如此母語是族人的自

我肯定之第一工具。因此母語成做民族／族群的象徵，族人的歸屬

記號。

百外年來，起初日本、後來蔣介石的中國國民黨，到今都持

有同一政策，就是消滅母親台灣的象徵─母語。其目標明顯，日本

要台灣人「皇民化」，國民黨欲台灣人「大中華化」。

日治時代台灣作家所寫的為數不少之日文「台灣文學」，最

近在東京用「日本殖民地台灣文學選集」之冊名出版。現今日本已

經無teh統治台灣，為何仍用「殖民地」之銜頭？理由簡單，因為

是用日語思考方式所寫的產品，照第三人稱現在的文法原則，其作

品永久是屬於日本文學。

受國民黨完整的中文教育之學者、作家，自然慣勢用中國話

思考書寫，就對母語感覺無文化價值，沒認同其存在的必要。不過

這些人士的作品，由正港的中文出產國看起來，恐成做亞流的，就

是屬國第二流的作品而已。

因語言為人類創出無價的各樣文化資產出來，聯合國文教

組織（UNESCO）不但要保存所有語言，特別設「世界母語日」

（World Mother Tongue Day）來支持弱勢語言創作文化貢獻。這暗

示天下無人能講，何種語言沒能力發展文化出來。 

（作者為台南神學院榮譽教授，發表於《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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褻瀆台語文 黃春明竟成大師

謝德謙

作家黃春明在台南的演講，遭成大副教授蔣為文抗議一事頗

引注目。然而，此事應回歸事件本身。

該演講係文建會指導，國立台灣文學館、趨勢基金會、台灣

文學發展基金會、國家圖書館、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等共同主協辦

「百年小說研討會」的專題之一，講題為「台語文書寫與教育的商

榷」。其中，若干問題頗值探討： 

首先，該講題在「台灣文學館」出現，並以「否定性」觀點

討論「台語文」自有其目的。其次，黃春明非台語文專家，他也

自承看不懂國小台語文課本，為何定該講題？第三，他以「閩南

語」、「方言」稱呼台語，並以「中國人」自居，甚至以台灣也過

端午節為例，表示台灣中國同文同種，不應搞「一邊一國」，極具

政治挑釁意味。第四，他批評台語僅有口語，無書面語不符事實。

第五，黃除點名批判台語文學者鄭良偉等人，更批評台語文書寫

「不倫不類」。下文將分述之： 

台語書寫起源甚早

撇開該演講的政治目的不談，黃春明為何因看不懂台語文課

本就加以否定？須知，越南與韓國都曾使用漢字書寫系統逾千年，

目前也還在過端午、中秋等節日，難道都應屬於中國？至於，「閩

南語」的說法係蔣政權的創設，黃大師竟然不察！何況，在中國福

建係稱「泉州話」、「漳州話」或「廈門話」等。而且，「閩南」

地方的人也難以理解台語。至於，黃說台語「沒有書面語」，則係

「若非無知，即屬說謊」。畢竟，別說和台語同源的泉州話、漳州

話在16世紀就有《陳三五娘》（又稱《荔鏡記》）的白話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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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有人主張台語是中原古音，用台語讀唐詩確實遠非華語可

比。

光以現代白話文而言，台語羅馬字的《台灣府城教會報》在

1885年即出現，並刊行不少小說。又，1925年，賴仁聲出版的《俺

娘的眼淚》是台灣最早出版的台語小說；1926年，鄭溪泮則出版長

篇白話字小說《出死線》。更甭提，打馬字（白話字、教會羅馬

字）在1852年即已出現。

當然，黃春明批評台語文書寫「不倫不類」更有意思。因

為，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時創作「德文聖經」（爾後才有康

得、哥德等的巨著）和莎士比亞的作品在當時也都受此詆毀。畢

竟，當時的歐洲係以拉丁文為「正統」。

基於上述緣由，蔣為文遂舉海報抗議。其雖分別以台語及華

語書寫：「Tai-oan chok-ka ai iong Tai-oan-gi chhong-chok！」、「台灣

作家不用台灣語文，卻用中國語創作，可恥！」及「用殖民者的

語言華語創作才須商榷！」等抗議辭；然而，並未搶黃春明的麥克

風，亦非阻礙其發言。

然而，黃卻摔麥克風，衝下台作勢要打人，並罵「肏╳╳╳

╳」且比中指「回敬」。試問，那僅是「修養不好嗎」？

此外，原本網路有該研討會的全程實況轉播及錄影，會後卻

遭移除，不知原因為何？

總之，本事件若未深究上述問題，僅一味偏袒「黃大師」，

台灣將成野蠻、邪惡之地！ 

（作者為中山醫大暨靜宜大學兼任講師，發表於《蘋果日報》論壇，

2011/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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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

524台文事件 黃春明爆粗口

錄音檔逐字稿 還原真相

百年小說研討會－專題演講：台語文書寫與教育的商榷 / 黃春明

2011/5/24 9:00~10:00

演講內容逐字稿

錄音檔:正義使者K提供

文字整理:正義使者G、P、S、B及蔣為文

00:00(錄音開始)

司儀：

現場的好朋友，大家早安！歡迎各位蒞臨國立台灣文學館，

參加百年小說研討會的活動。本活動是由文建會指導，趨勢教育基

金會統籌，合辦單位包括國家圖書館、國立台灣文學館以及財團法

人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協辦單位則有台灣大學文學院、成功大學

文學院及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整個活動的執行單位由文訊雜誌社負

責，那我們今天的活動就此開始。在活動開始之前，先為大家介紹

幾位今天蒞臨現場的貴賓，那我們就從座位的次序依序介紹。首先

第一位是作家李渝老師、作家黃春明先生、接下來是趨勢教育基金

會執行長陳怡蓁、陳執行長、作家愛亞老師、作家陳若曦老師，還

有我們遠道而來的從大陸來的作家阿來先生、中國現代文學館副館

長吳逸庭先生、文訊雜誌社封德屏總編，ㄜ，館長先等一下，我們

還有幾位作家。作家吳鈞堯先生、凌煙女士、然後就是國立台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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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館館長李瑞騰館長。非常謝謝各位的光臨，那演講活動開始之

前，我們還是請李館長為我們致詞。

02:27

館長：

好、這個我不上台了。…我們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在台南，國

立台灣文學館有這個機會。那這個機會怎麼來的，我們要特別特別

特別感謝在現場的兩位偉大的女性，趨勢科技的陳怡蓁，沒有她沒

有我們就這個機會，文訊雜誌的社長兼總編輯封德屏。女性應該統

治這個世界，我們都接受她們的發號施令。

百年台灣小說整個發展過程，我想經過在台北兩場的這個討

論，各位如果有機會，找到相關的資料去看一看，在台北的國家圖

書館，比起現場阿，阿那個更壯麗、壯大的場，很大很大很精采的

一個現場。兩天的研討會非常的熱烈討論關於百年小說的發展的情

況，那我們有這個機會讓這個移到台南來，這是我們的榮幸！國立

台灣文學館成立七年多了，成立七年多了，為台灣文學所做的一些

基礎的工程，我們把它定位為一個基礎的人文工程，非常多。那有

關文學的工具書、作家的全集、全台詩，這樣各種的編纂工作我們

持續不斷的來做。另外我們跟全台灣各大學的相關系所合作舉辦的

研討會也非常非常的多，我們是希望能把台灣文學的那些過去的歷

史經驗，進行一些總結，然後可以提供文學史家更多材料的使用。

那我們不斷用展覽，不斷用演講、座談，來跟群眾做各種不同層面

的接觸。非常謝謝各位今天早上的蒞臨，我們就馬上開始今天的活

動。我們請美麗的司儀。

05:46

司儀：

謝謝李館長，還有接下來有請我們今天，第一場次的專題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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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這個場次的主講人是黃春明老師，他要講的題目是台灣文書寫

與教育的商榷，現在就請大家以熱烈掌聲歡迎黃春明老師。

館長：

你要坐著、要站著、要躺著、要做甚麼都不管你，這個場子

就是你的了。這個我想黃春明，不用再我們多介紹，多介紹一個字

我都該死。我們熱烈的歡迎他好不好？

06:40

黃春明：

謝謝館長，也很謝謝關心文學、愛好文學的各位來賓，特別

是遠方來的朋友，我非常地高興。其實所謂的研討會，它是整天

的，那麼第一場就非常的嚴肅、嚴實，那麼怎麼會找到我來呢？會

把這種嚴肅的氣氛破壞掉，所以請原諒。一聽到研討會，我也是最

怕參加的，所以在台灣有很多的學術研討會我是不參加的。那麼、

封德屏封小姐一再地拜託我，我就說不要。後來她就到桃園趨勢基

金會她說是執行長其實也是兼董事長啦，董事長就是耍嘴皮就可

以，你做什麼做什麼，但是她一定比較＃＃(無清楚)一點，她喜歡

動，所以她是執行長。她說黃春明你一定要去，不然我就不到你家

去吃米粉，所以怕你們不來我家吃米粉，我的米粉的技藝就會退

步，謝謝。

07:50

那麼在今天開講之前，我對今天的聯合報跟昨天的白先勇來

的講的消息，這樣的標題我非常有意見。雖然很有人民性，一般的

老百姓他會喜歡這樣的結果。但是人民性、親人民是很好，但是要

有舉證阿。媒體啊有社會教育、大眾的教育的一個功能在裡面，

那怎麼說的，王禎和寫不倫戀、張愛玲很喜歡。還說白先勇當年

neh曾經被倒錢，講到就嘔，白先勇以前是開錢莊的嘛？我都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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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所以可能是地下錢莊。他就用這個社會的、去討好的、去將就

的，這樣大眾不會進步，社會也不會進步。所以我們說今天呢，我

們不說八卦，給我美言幾句，但不要說我八卦，謝謝，不過這不是

指責。而是報的報社的地方性的那個甚麼編輯，編輯先生、他是、

我剛剛說了有他的淵源，他也想他的東西更受到大家的矚目，就是

有他的人民性，人民性這點很重要，越來越會貴族的話呢就既得利

益的一個享受，底下的大眾的老百姓的事情就不管啦！那….剛剛

說了我對這個研討會很害怕，那麼已經被上架了總是要講話的，那

麼今天我的演講，向來就是很好笑。因為年紀也大了，年紀大了在

台灣的廣告我們常常看到：「lín oh查甫人，chhun一支喙niâ啦」，

就是你們今天男人啊，只剩下一張嘴巴，閩南話叫做「一支喙」，

啊我就是這樣，什麼都死掉了，就只剩嘴巴還活著。所以我今天靠

著我的嘴巴，但是要談比較嚴肅的，我沒有跟別人這樣談的一個事

情，那麼也要吻合今天的標題就百年來的小說。那麼小說是附帶著

文學，百年來台灣出生的一些作家，或者是一些讀者，他們的經驗

neh，當然，就是百年元年那個建國元年的時候，台灣是日本人、

日據的一個時代，大正一年的時候，但是那個時候，台灣還是，你

看我們的廟宇的對聯啊、還有演戲的在唱的、說的，他們都四個

句、四個字，或者七個字，這樣的一個，有過去的一個古老的詩詞

的一個學習論在那裡面，所以有很多人說漢人啊，就中國人啊，就

是詩的民族，不一定就是懂得字的人欸，台灣也是，平常人的那個

語言說話、成語或什麼的，就啪啪啪的就冒出來了，就詩的民族，

但是剛才我們談詩的發展到後來變怎麼樣了，啊就是這個意思。那

麼當時呢，還用漢字在寫作的，但是，當時用漢字寫作的並不像我

們今天的，用北京話、用國語，用所謂的普通話來說，是用閩南

的那個方言，但是閩南的方言neh，有讀音跟語音，是絕對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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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閩南話的這個，那個語音的話，1234，我講的「chi̍t n¤g、saⁿ、

sì、gō͘、la̍k、chhit、peh、káu、cha̍p」，如果是讀音的話，那不是了，

「it、jī、sam、sù、gó͘、lio ̍k、chhit、pat、kiú、si ̍p」，就完全不一

樣。所以你看，春眠不覺曉「Chhun-biân put kak hiáu」，處處聞啼

鳥「chhù-chhù bûn thê niáu」，夜半風雨聲「pā pàn hong-ú siaⁿ」也有

人變成「Iā pàn hong-ú seng」，「Hoa lo̍h ti to-siáu」。這非常的好，

他們如果是要從音韻來講，閩南音還比北京那邊的音韻n e h更工

整，因為閩南的沒有受到五胡亂華改變了它們發音的時候neh。所

以客家也是一樣，所以北京的一個語言有四個聲，陰陽上去，閩南

不是，「kun、kún、kùn、kun、kûn、kún、kūn、ku̍n」，挖賽，真

的，如果你要從學校裡面的一個課堂去學習這個，你要學習很久，

都是從生活中學習。客家話嘛，又多了一個、一個聲，所以neh，

我們那時候，一百年那個當頭，漢字寫詩的很多，從廟宇、從各方

面或者是喜喪的事＃＃(無清楚)，都要用這樣來講。那到後來慢慢

就被人統治啦，他要給你教育阿，就受日本人的教育，就要開始用

日文書寫。那日本人在推行他們的日語的時候，ㄟ～台灣就有武裝

了跟他鬥爭，但是日本人的一個裝備比較現代化，我們有幾次的戰

場，中南部，台灣的＃＃(無清楚)跟他們的一個抗爭隊爭，結果都

被mê平，都被mê平。但是日本人想，這些台灣的這些人，他是跟

中國人同文同宗，藉由這邊我就稍微打一個住，你們在台灣現在政

治化到什麼樣呢？想到中國就說，一邊一國，但是那是政治的部分

我不談，文化上的，你們馬上又端午節了，包的粽子是在哪裡包

的，包粽子一樣，划龍舟一樣，過年一樣，我們講的語言都一樣。

這個為什麼要去否定他呢？等一下我們今天要談的就是這個問題。

14:45

同文同宗，文化的，你是沒有辦法用嘴巴、用政治關係給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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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的。文化就是我們的DNA，你什麼都不承認，什麼都，但是

你流了一口口水，噴在那裡，但那口口水裡面neh就會查到某某人

的、文化上＃＃(無清楚)好多的地方都是漢人文化或是從中國來

的。真正的台灣，你看一個名詞就知道了，原住民、原來就住在這

裡的老百姓，我們把我們的一個閩南話叫做台灣話，客家人說我們

也跟你們一樣的來呀！我也是台灣話呀！原住民就說好笑，你們兩

個人都還沒來的時候，我就住在台灣，為什麼我們的話不是台灣

話！那我們現在就回到原來的一個日本人呀，他武力覺得可以鎮壓

我們台灣，但是裡面還有東西，他沒辦法把它排除掉的就是文化。

所以他們極力的推行日文的教育，包括生活中的語言的教育，所以

他要我們當時在台灣的人講國語，他們的國語日本話叫做國語，台

灣的、我們的國語、我說的國語，我爸爸他們那一代說的國語是日

本話，那麼我的這一代說的國語一樣一個詞兒，就是北京話、普通

話，所以很矛盾。在台灣百年來，用漢字書寫的開始，再來用日文

書寫，日本的這個文化希望從語文方面可以剷除掉，因為語文是文

化的一個大單元，我們什麼都變了！他們衣服也西裝、吃的也西

餐，幹嘛地都西洋的東西，但是我們要把我們的語言改變過來，倒

不是那麼容易。所以當時日本人到太平洋戰爭的時候呢，他的一個

教育的一個教學呀我怕熱、我怕熱，講到北京了我就…熱血奔騰。

那麼從根本拔除，那麼他們殖民變成皇民化，為甚麼日本要這麼堅

持，韓國他們也沒有那麼徹底，在東北的地方他建立一個偽滿，也

沒有那麼堅持，在台灣特別的堅持，為什麼呢？日本人沒有資源，

資源在哪裡呢？在南洋、南洋有森林、有金屬的礦、有石油，所以

台灣呢，如果台灣變成日本的一個基地的話呢，伸手過去拿，那去

支援就很方便。所以要做為一個基地，台灣人還有他們的文化認

同的話呢，就不行！基地就像一個踏板，好好好、可以，我要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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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他們跳的時候，跑來這條路，地還要更穩固、更堅定，所以要

把台灣徹底的皇民化！所以我就踩、跳過去穩穩地，所以當時台灣

人被逼的一定要這樣。所謂的國語，就是日本話、逼我們改姓名，

改成日本人的名字，那我們漢人中國人（18:32）就是坐不改姓、行

不改名，他就從這樣就跟你改了。我記得我那時候還童年，陪著我

爺爺什麼都不懂，也要去學日文，阿因為他帶著一個小孫子阿，記

性比較好，啊、你來陪我記、背，我是替爺爺去學日本話，回來再

教他一遍，這樣子呀。所以那陣子neh有很多的一個作家，逼不得

已，並不是台灣出生的一個作家，他就想我用我們的文字用我們的

語言來寫不可能，所以他就用日文來寫。到後來日本人打敗了、回

家去了，國民政府來了，來這裡當作反共的基地，唉唷，日本人也

是，台灣也是一個基地，那麼國民政府來到台灣，台灣又是一個基

地，為什麼要反攻大陸呀？要消滅萬惡的共匪呀！那時候我們在學

校學演講都有講，要保密防諜，講一講最後的一句話都差不多，匪

諜就在你身邊！你看一看，匪諜就在你身邊！那麼那個時候呢、我

們又要恢復，不是，也不叫做恢復，要開始要學國語。那麼，真正

的一個標準的國語呢，外省人很有道理，台灣已經有華僑了，在日

治的時候就有華僑了，是福州人，福州人，福州人三把刀嘛，做裁

縫的、廚房的，還有一個什麼刀？hâⁿ？阿，理髮的，剃刀。他們

是華僑。哎，他們就、就很高興啊。欸終於光復的那一天neh，我

們以前沒有看過國旗是甚麼樣子，他們這些華僑真的愛國，又從箱

子裡面那個壓得扁扁的，纏得像＃＃＃＃(無清楚)你用熨斗燙不平

的還是皺皺地掛在外面。啊小時候我就去看那個旗啊，啊連吃飯的

時間也沒有甚麼，但是說現在國旗，你們覺得有甚麼好看？啊有時

候那個，現在就是說，我們的外賓一來國旗還不能掛。啊總總的事

情，那時候我記得我去看那個國旗，看到，後來我回家吃飯，我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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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說，啊為什麼吃飯呢？那麼晚回來要吃＃＃＃(無清楚)。欸，為

甚麼，欸，吃飯都還不回來，跑到哪裡去？阿去看國旗，啊國旗是

甚麼樣子？我就說，喔，有一個青天白日，還有滿地紅，我奶奶馬

上去做一張國旗你知道，啊藍的、那個現在的黨裡面的，十二道光

芒，她不知道，她以為那個光芒只有八道，只有八道光芒，我們也

把它掛出來了啊那樣。所以那一陣子呢，我們台灣老百姓，台灣的

喜歡寫作的人慢慢要拋棄日文，阿有的是開始學所謂的國語，就開

始寫作了。那麼你看，鍾理和鍾肇政啊，啊葉石濤，這個台南的葉

石濤，啊他也是日文寫作，後來就改變為用國語，國語寫作。啊我

們是接著再上來的那一代。

22:23

那麼在威權的時代啊，威權的時代就是蔣中正、蔣經國他

們，ㄜ在台灣的一個當總統的一個時代，是戒嚴的一個時代，因為

要反共抗俄嘛。共匪的東西都不行，那麼復國的文學作品呢，是，

如果大陸非議得最多的，還有一些作家沒有人要台灣的作品也不能

看，阿只能寫共產黨的壞話。當時，本省的老百姓沒有共產黨的經

驗，沒有共產黨的經驗，你叫我們去寫那個，對不對？寫不出來，

啊，甚麼水深火熱，我們也不懂。啊說他們在吃樹皮，啊吃草根，

他們都是就是背著這樣寫東西。但是到了解嚴之後啊，啊對，那麼

在這個威權的時代的戒嚴時代實在滿長的，算了一算，三四十年，

是滿長的，戒嚴。那個時候，竟然在台灣的人，不能講客家話，原

來他們就是來了，來開墾的就是客家的祖先來開墾，閩南的祖先

來開墾，就講我們祖、祖先的這些話呢，不行，一定要講國語。日

治的時代啊，我還讀過二年級，如果你講方言的話呢，老師掌你的

嘴巴。到後來呢，這麼多人的…他掌不完，手也很酸排成兩隊、兩

排，前排的向後轉，阿就面對面，我掌你，你掌我然後呢，同學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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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會用用力打(做輕輕打臉的動作)，老師把我們推開，又把那

一個人，掌得太輕的，這樣打你也不知道（做用力打巴掌的動作）

假如我們的母語，是那麼大的罪過，那麼大的錯誤嗎？一點

都不錯。啊但是呢，你們看，近百年來，台灣塑造這樣。當國民

政府到台灣來呢，ㄟ~一模一樣，也不能講方言，只能講國語。好

啦，特別是本省人講的一個國語要求得很嚴格。學生一定不可以，

一定要告訴老師哪一個講方言。所以有一次我不知道在玩甚麼，有

一個同學說，hô ͘，黃春明，你講方言，我要報告老師了。hoonn，

就是這樣hoonn。我就緊張，我突然就想起來，我說，你也講方

言。他說，我哪有。你說「hô͘」，hô͘不是方言嗎？

搞得這個樣子，搞成這個樣子。我們講國語，就講方言，變

成這樣矛盾的對立跟緊張。真的很可憐，有時候還給你畫一個粉泥

灰，畫一個白白的圈在這裡，你回家再洗，阿這樣要不能掉喔，不

然就要掛一個牌子。我講台灣話，我不講方言。有的還罰錢。那

麼我們那個國語當然要標準的，我們不是長在北京嗎？語言的腔調

是地方的色彩，一個local color。所以一個北京的一個北京腔，兒化

韻、輕聲，ㄓㄔㄕ我都讀不清了，你還要有輕聲捲舌，那那更難。

26:12

好，他就笑啦，你們這些台灣國語。請問，你們聽過蔣中正

先生，前總統蔣經國先生，前總統他講過國語嗎？「我們今天反攻

大陸」(學蔣經國講話)，「我們的國家」。欸，「我們的國家」，

我們再讀不標準也不會把國家變成「鬼家」。但是有沒有人質疑說

你說的方言，那就是，那次就是一個，相當的一個擺明的，不過台

灣人要作為一個基地，被日本人統治了一個五十一年的時間呢，台

灣人的一個文化，就是漢人的文化，變大和文化，已經混合了，混

合了，那麼說難聽一點就是雜種。最近流行一句雜種說原住民是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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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那個廖義榮是吧？呃，中國國民黨中常委，還好啦他，把他把

他停職了，還好。還說原住民是雜種，其實我們都是雜種啊。我們

就，台灣就客家人跟閩南人來台灣的，有一句很普通的話，就是

說，我們只有唐山的爺爺，沒有唐山的奶奶。唐山在哪裡？中國。

因為來開墾的人呢，不會把家裡的女眷給帶來。因為你去開墾，一

個陌生的地方，會發生甚麼事情，不知道。啊先開墾，開墾好，安

頓好了，啊把妻小再帶過來。但是呢，那時候也沒有妻小的人才來

的，對不對？單個兒才來開墾嘛。阿他就跟當地的平埔族，當地

的，特別是客家人，那時候的平原都閩南人佔據比較多，客家人都

到丘陵地，丘陵地再進去就是山區了嘛。阿所以他們又跟原住民通

婚。所以你看這個族譜，我的＃＃＃(無清楚)女士，也是混血的，

漢人混血的。阿所以不過這裡我先有個意見補充一下，混血或者雜

種才好。純種的到後來都會被淘汰。你今天吃的那個「Pa ̍ t- lá」，

以前台灣的純種的芭樂叫做狗屎芭樂「káu-sái-pa ̍t」，黏黏的，硬

得要命，但是沒東西吃，也是啃著吃。呃，現在的鳳梨，也是混種

的，現在的花、蘭花都是混種的，越來越漂亮，所以蘭花的事業就

可以發展。牛肉，欸，有混種的牛肉好吃，欸，如果是純粹的一個

水牛，還硬得要命。阿所以呢，對人種對物種，混種呢有他的好

處。但這邊我們不談生物學或者遺傳學，我也不懂。那就是說，其

實文化就是這樣混。中國的歷史也是啊。欸，史記裡面呢，我們

也看看到啊，胡服騎射＃＃＃(無清楚)我們＃＃(無清楚)也還穿那

個one piece，衣服人家就是這樣子，男的也這樣穿，但是你起碼要

把＃＃(無清楚)，不能跟人家邊疆民族打仗啊。他們騎著馬，他們

＃＃(無清楚)騎著馬，哈，好靈活。後來就要要要改啦，文化就被

改啦，我們也來穿褲子，所以我們才，漢人後來才變跟邊疆民族打

了仗以後呢，才穿褲子。在以前不是，所以這個史記上都有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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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喔，不是我亂蓋的，雖然就只剩下一張嘴巴，還是可以。所以我

認為混種，本人是滿好的。好啦，那因為剛才. .台灣，生長在台灣

的人，在這一百年來，他們有文化生活。在生活的文化裡面，遇到

困境。日本人來，就唉唷又要講日本話，又要我們改名，改姓改名

啊。阿國民政府來啦…

(電話干擾、30:19~30:51無清楚)

30:51

我、我的時間觀念不太好，地理觀念很清楚。所以我好幾十

年沒有來台南了，我都哪裡哪裡都還記得。那麼，一解嚴呢，台灣

意識就起來了。我們為什麼要講中國話？或者北京話？我們要講我

們的閩南話，那倒沒有關係。但是呢，包括書寫也要用閩南話，那

麼當然就在阿扁當政的那一個，民進黨當政的那一段時間呢，

因為過去國民黨對本土的一個教育，完全就是把它隔離開

了。中國地理很清楚，中國歷史很清楚，台灣歷史、台灣地理很模

糊。那就很不重視本地地理跟本土教育。

31:52

其實本地的教育是，在我們學習上的七個步驟，我先認識我

的家人，然後我會走路才認識鄰居，然後才知道村子裡面的人。我

先知道我們出生的地方，才認識那一個地方。我先認識我們的國

家，才認識世界，是那樣漸進的一個圓。但是我們上面，被切割一

下子就進去了。＃＃＃(無清楚)這樣的一個情形之下呢，那麼在台

灣長大的後代呢，就慢慢覺得，生活的文化裡面呢遇到了困境，特

別是文字語言的問題。那麼現在呢，特別表現說，我很認同台灣的

那種意識形態，它講說，我們為什麼要用北京話來寫作呢？我們用

我們的原來的閩南話來寫作啊，用我們在講的客家話來寫作啊。有

沒有人這樣寫？有。宋澤萊(32:53)就很早就寫了，他現在不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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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發現，他寫得很辛苦，啊我們也讀得很辛苦。並且，在我們

的方言裡面，一鄉一腔，農業社會根本就不要到外地去，就在你

的村子裏面，大地主給你種的那些田，你就一輩子就種那個就可

以活了，他們的下一代也一樣，第三代、第四代都這樣的。所以，

不大往外面跑。越不往外面跑，互通就很少，那麼地方的特色就

跑出來了。所以我們宜蘭「Tiān-hoé kuiⁿ-kuiⁿ, cha-bó͘ gín-á chhiah kha-

chhiuⁿ」。都是ng，＃＃＃(無清楚)就不是了。所以，從我們地方的

腔調地方的＃＃＃(無清楚)出來。那麼，方言就一個鄉一個腔，這

個是很自然的一個事情。我們現在說的一個普通話，國語也好，

欸，民國十七年的時候才統一的欸，當時整個中國的幅員那麼廣

大，啊單單種族就五十七個種族，啊每一個種族裡面又有很多的不

同的族群的語言，單單福建就不得了了。福建的福州話裡面，跟

漳州話、跟泉州話，完全不一樣。像「講lâi-khì sàn-pō͘」，「伊講lâi 

khì kha-liú」，「kha-liú」跟「sàn-pō͘」差那麼多，但是在同一個省，

因為他丘陵地更沒有辦法交通。那都不是罪過，那是很自然形成的

一個文化現象。

34:31

但是台灣人，為了說要重視本土的教育，過去國民黨不重

視，好，現在民進黨說要特別來重視本土的教育。重視是沒有錯，

但是鑽到牛角尖去，去了。知道嗎？你們現在小. .這裡面有老師

吧？小學生在學校學甚麼？閩南話的文字，客家話的文字。我去年

到災區去表演，帶著劇團去表演。高雄縣的六龜，欸高雄縣吧，

你看我就記性沒有搞清楚。六龜，六龜的國中啊，因為六龜那個

地方啊，有閩南人，有客家人，滿多喔，為數滿多的客家人，還

有原住民，還要學英文。那麼我們很多的語言的教學啊，如果在

比較單純的地方，階梯都會，如果你英文的話，他一看，「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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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ning」，再一個就「thank you」，再上去就是甚麼甚麼，「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就這樣。那裏呢，這裡是閩南話，這就

是，都是用拼音的，那個spelling，那個羅馬字，這個是拉丁文，不

知道。阿這邊就客家話，那邊是原住民。我想，學生會瘋掉。也真

的是很了不起。

36:00

怎麼搞成這樣呢？教育搞成這樣？並且呢，我剛剛說的，我

們的一個一個普通話或國語呢，是民國十七年的時候，你想想，中

國的幅員這麼廣大，阿但是呢，文同、文字是共通的，但是發音講

話都不一樣，還是呢，要來一個標準語。那麼標準、中華民國誰建

立的？國父孫中山先生，那麼就用孫中山先生翠亨村他們地方的語

言來當國語，咦，也是滿滿有道理的嘛。滿清是他帶起來革命把它

推翻的，那麼就用這個所謂的國父的語言，啊，雖然不算母語也算

做父語吧。

阿結果呢，結果呢，我剛剛講的，我們單單閩南話就「kun、

kún、kùn、kut、kûn、kún、kūn、ku̍t」，有八個聲七個聲，那麼客

家話，或者是廣東話，還要更複雜。所以就這樣子寫，還是要用北

京或語言學家的一個研究更更更. .想出這個辦法。他就給國民大會

＃＃＃(無清楚)，說照樣子，這個才好這個才好，這樣小孩子學語

言才方便，孩子不能太複雜。你不方便，反而增加了他們的一個一

個學習的困難。所以北京話只有四聲嘛，陰陽上去，那這個北京

話，是這樣子的。

37:36

那麼現在為了本土化，要台灣的這個地方，閩南話成為台灣

話，又沒有拿出一個標準的、這個、標準的音、字，等一下我們

再說。李昂，這位女作家，各位都知道，啊我現在站在這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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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也知道。我們的話雖然都是閩南話，但是她是鹿港人，是泉州

話，我是漳州的，就是漳州話。我說，客人來了，我家有豬肉，

我說，「ah che ti-bah ngeh khì phoè」，我是這麼講；她說，不對，

「che tu-bah ngeh khì phò」鹿港跟我們就差很多。我們沒有統一，現

在小孩子有課本在學校讀耶，也沒有老師也沒有標準的音，也沒有

標準的一個字，就這樣可以學下來。小孩子，就把小孩子學習國語

的時間，拿一、一節拿掉，就學習本土的語言。各位想想看，我

們的奶奶爺爺，或者更上去的，奶奶爺爺的奶奶爺爺，他們的方

言、他們的客家話，他們的閩南話，他們的民族語言，自己的語

言，是到學校去學習的嗎？不是。是在生活裡面學習，生活裡面

學習。我的閩南話怎麼學，欸也是在家裡。我怎麼知道跌倒，因

為我小孩子在學甚麼，我就跌倒，跌倒我也不會說我跌倒，我奶

奶說，喔「poa̍h-tó」，喔「poa̍h-tó ˜ hó͘ khàu, lâi goá kā chàm chàm (踩

地上) ，「poa̍h-tó」，她一直在重複這個「poa̍h-tó」、「poa̍h-tó」、

跌倒跌倒這樣。不是說ㄉㄧㄝ，阿這樣子學ㄉㄧㄝ，阿ㄉㄠˇ，這樣

學來。那麼因為小孩子學到穩定走路的時候，還是會跌倒。那個時

候這個跌倒這個詞兒已經學會了。我跌倒還會叫，「阿嬤」我跌倒

了。欸，我會講跌倒了。是這樣的，跌倒是跌倒學的，啊。我割到

了，唉唷，我被刀子割到了。或者看到別人割到了，種種的事情，

是從生活中學習的。

39:39

所以我們竟然把我們生活的語言要拿到一個課堂裡面的學

習，標準字沒有，有的話都是借音借字。這些搞台語文的人呢，一

個是鄭良偉，沒有關係，你們有錄影，我就講他的名字，一個叫洪

惟仁，還在中央研究院當助理，我的媽呀（輕蔑態度）。鄭良偉還

把我的作品用他的漢羅、拼在一起的文字，把它翻譯做閩南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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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看不倫不類。我並不是被翻譯就高興。有一天阿蘇貞昌當縣長、

在屏東當縣長的時候，已經就有一個課本，也是借音借字給小孩子

唸。鄭良偉來又把它推翻。第二年又是鄭良偉的一套，我的朋友的

小孩子說，爸爸就告訴，我的朋友就告訴我說，ㄟ，春明，我的小

孩子去年讀這樣的閩南話，今年課文又不一樣。不只課文不一樣，

而是文字、那個都不一樣。那鄭良偉當時也算很熟的，也到過我家

裡吃飯、吃我的米粉。那麼他要去屏東開去一個閩南話的研討會，

我說我要去，他說好。我在火車上就跟他吵架，我說鄭教授、鄭博

士，你的閩南話以後還會不會改，他說會呀，這個要一直改、一直

改。我說你還沒有改好，為什麼就叫別人、全縣來讀你的書呢？來

讀你這本書。我說那個小孩子的疫苗，你要實驗到後來呢、白老鼠

也試試看，連白老鼠都沒有問題了，再找幾個人來做，然後再普

遍。你這個連白老鼠都還沒有試，就找這些人來做。他說就是這樣

啊，他說那你就不要來參加我的研討會，我說我家也不要你來。

我當時就這樣告訴他，我當時就這樣講，我家裡也不要你來，研

討會我也不要去。我76年、76年到台灣、ㄟ到美國去訪問台灣作家

＃＃＃(無清楚)

42:34

（蔣為文舉大字報抗議、黃春明看大字報）

大字報內容: 

台湾作家不用台湾語文，卻用中国語創作，可恥!

Tâi-oân chok-ka ài iōng Tâi-oân-gí chhòng-chok!

黃春明：

什麼？我看一下好不好？唸給我們，唸給大家聽好不好？沒

有關係的，或者是有問題等一下，可恥、借用中國的語創作、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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恥，他說台灣作家用中國的語言創作是可恥的事情。我告訴你，先

生，你太短視了，你也很可恥。

蔣為文：你也不要太短視 

黃春明：我不怕＃＃＃(無清楚)

蔣為文：你是外行人憑甚麼批評台語文

黃春明：＃＃＃ (無清楚 )來打架，過來，操他媽的 ( 4 3 : 0 1 )

＃＃＃(無清楚)

蔣為文：你憑啥物、你憑啥物

黃春明：(摔麥克風)(43:05)

蔣為文：你是外行人，憑啥物批評台語文，你憑啥物。

黃春明：甚麼東西呀？

黃春明：我不是愛台灣＃＃＃(無清楚)

蔣為文：你根本to是外行人，憑啥物！憑啥物批評台語！

黃春明：你lōa gûa？台語lōa gûa？來講、來講，無要緊！

蔣為文：你憑啥物！

黃春明：＃＃＃(無清楚)你是誰？ 

蔣為文：我是成大台灣文學系蔣為文

黃春明：那你現在不要講話，我在講話，你就不要講。

蔣為文：你憑什麼

黃春明：還說……

蔣為文：你憑啥物

        ＃＃＃(無清楚)無路用啦  啥物作家

        反背台灣ê作家啦

黃春明：我還沒有講結論你知道嗎

蔣為文：你憑啥物批評台灣語文？研討會又怎麼樣…憑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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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明：不要愛台灣卻害台灣

(聽眾鼓譟)

黃春明：(重新拾起麥克風)喂、喂、喂、我都還沒有講結論，

你不要這樣子下定義

44:54

女工作人員上台拿麥克風發言：這位先生，他的意思不是我

們想的樣子…

黃春明：不是，我都還沒有結論，我現在敘述過去，他就給

我下定義

蔣為文：無必要聽你ê結論啦(意指黃演講都在重複同樣歪理)

黃春明：你到外面啦！你到外面啦！＃＃＃(無清楚)講也講不

清啦！

        (45:16)我揍你！看不起你！

蔣為文：我mā看你無起！

黃春明：沒關係啦!

(聽眾鼓譟、一陣混亂)

蔣為文：你用體制暴力！

(聽眾鼓譟、一陣混亂)

黃春明：我還沒有講完！

蔣為文：你顛倒是非！

46:16

女工作人員上台拿麥克風發言：先生，不好意思，＃＃＃(無

清楚)以黃老師的年紀來說，我覺得黃老師他講這個的過程，真的

是我們成長的一個過程，你比較年輕，你可能不在那個時代，請給

我們一點時間

蔣為文：亂講！扭曲歷史！扭曲台灣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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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工作人員上台拿麥克風發言：也許有一部份角度不同，但

是…

蔣為文：看過我ê冊chiah來講啦！

紅衣服工作人員對另一位舉牌抗議者威脅：請你們到外

面好嗎？不好意思！你們是哪個單位的？有本事就說出來啊，

＃＃＃(無清楚)我們現場有三百個人喔！你們這樣是違反公共秩序

喔！麻煩你們到外面好嗎？如果你們隱瞞不講，代表你們不敢負責

任，這樣子是違反公共秩序唷。

(蔣為文暫時停止舉牌抗議，坐下繼續聽)

47:26

黃春明：好！各位！我們已經開始演講了！因為我還沒有講

完！大會還要給我時間啊！好！現在不要講話好不好？不要看那

邊，看我。那麼剛我不禮貌因為我真的很發火，我還沒有做結論，

他還沒有聽到我的敘述，他的抗議就做一個結論我已經是無恥的，

用統治者外來的語言在寫。我們的童年的時候被逼的不能用自己的

語言來敘說，單單用嘴巴來講就很難。那麼在日治我父親那一代他

們也被逼的，如果你要想寫作的話也會都用日文，可恥嗎？葉石濤

也可恥嗎？他也用日文寫作過，用閩南(編按:口誤)、用我們的國語

寫作可恥嗎？我寫的是關心台灣的大多數的老百姓小人物的心聲。

只要你看過我的東西，可恥嗎？這樣的短視教我們傷心，台灣的路

還有多遠啊？好了，我們再回來，那就是解嚴之後呢，就開始有了

像這樣要用本土的語言來書寫。一個語言一個文字，要讓他變成

大多數人要經過一段多長的，現在就算這些人的＃＃(無清楚)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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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啟蒙，羅素天賦人權的民約論也經過多久百年法國才革命呢。

俄國的革命從古＃＃(無清楚)文學漸漸逐漸的寫實慢慢寫出寫榮辱

的故事，一百年以後俄國才革命，＃＃＃(無清楚)之後才把舊有的

東西推掉，我們急什麼？在一個文化我們很渺小的、文化的生命很

長的，我們有那個DNA是可恥嗎？有人說雜種是不好的，那我爸

爸我媽媽他們不應該通婚，把我生出、生出我這個嬰兒。我嬰兒有

罪嗎？我嬰兒無恥嗎？這個道理在哪裡？你們都還沒有聽清楚就拿

那個東西，要說＃＃＃(無清楚)過來打我＃＃＃(無清楚)我上去揍

他，只是打架表示你文明嗎？你無知？那麼就是這樣，現在把它弄

到連本土的語言(電話振動聲)，文字也沒有統一，再來呢老師也沒

有，阿學生，你家的子女如果有在國小，或者國中唸書的，有沒有

聽他們講，媽媽爸爸這個要怎麼唸？這個要怎麼講？爸爸媽媽說我

們也不知道。難道這個事情是好現象嗎？那麼原來我還有一點點要

講，我現在跳著講，那個還要給我15分鐘的時間。

各位，去年11月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智利(編按:口誤，應為秘

魯)尤薩《狗與城市》，他用什麼文寫的？西班牙文，他可恥嗎？

有沒有人說他用西班牙文寫的作品叫做西班牙文學？跟＃＃(無清

楚)那個＃＃＃(無清楚)一樣的都是西班牙文學嗎？沒有！22年前，

Márquez馬奎茲，他寫百年的孤寂，哥倫比亞人，他用西班牙文寫

的，有沒有人說他是西班牙文學？墨西哥的新美來茲，西班牙文寫

的，他們已經，這個拉丁美洲、中南美洲，有6國都諾貝爾文學獎

了，他們用外來的人的語言去寫。但是，中南美洲真的很可恥，很

賤嗎？16、17世紀，15世紀末呢，哥倫布發現新大陸，1942年的10月

(編按:口誤)發現新大陸，後來回去才慢慢引起那個西班牙人、葡萄

牙人的興趣，他們的航海，就來把美洲…就來美洲搶奪…，那時

候的是什麼帝國，大家都知道的馬雅帝國，馬雅帝國有沒有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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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語言，有沒有文字？有！非常的了不起！但是兩個世紀，葡

萄牙、西班牙特別是西班牙把拉丁美洲的大部分的男人都殺光了。

女性變成性奴隸，所以你看，中南美洲雜交雜種，美女很多，世界

名模＃＃＃(無清楚)都那裡出來的。那麼尤薩可恥嗎？你怎麼用西

班牙文寫，為甚麼不用我們的馬雅語言寫？所以啊，你們還沒有

聽清楚就會抗議，抗議也要有腦筋來抗議的，不是拿一個條子就

＃＃(無清楚)…

黃春明：美國236年前跟英國打戰，打什麼戰？要獨立！美國

獨立了沒有？獨立了，他們有沒有放棄英文？沒有啊！可恥！美國

的作家！＃＃＃(無清楚)可恥，海明威可恥！可恥嗎？一點都不可

恥！是這樣逼上來的，我們做一個作家是那麼渺小的，同樣一個族

群，遭受到那麼大的命運，然後人家用政治的力量改變了你，那麼

勇敢一出來馬上就死掉了。

54:54

（蔣為文再度舉起大字報，此次只拿中文版大字報）

黃春明：

他又說我無恥，已經拿過了，我們都看到了，你放下來好不

好？我已經、你那個紙是要給我看的，怎麼用這樣子的呢？ㄟ，你

們大會是怎麼維持秩序的？他這樣亂了你們請來的人的演講，我這

樣講，我還沒有結論，他…我已經說明了很清楚了，還這樣子，這

個是當老師的…

黃春明：

叫警察，我跟你講。

(現場一位女觀眾：老師我們有頭腦的不要跟沒有頭腦的一般

見識)

黃春明：

我要告他，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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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的名字告訴我，我真的要牙你。

蔣為文：成大台灣文學系蔣為文。

黃春明：什麼東西

蔣為文：你不要在那邊道聽塗說，亂來！

(群眾鼓譟)

55:50

蔣為文：你根本tō是台語文ê外行，憑啥物來chia講，來chia批

評台語。根本tō 烏白來嘛！

黃春明：我今天不走，我一定要講完。

蔣為文：＃＃＃＃(無清楚)

黃春明：成大的教授啊，這個會叫的野獸啊，會叫的野獸

啊，操你媽的B。

蔣為文：＃＃＃＃(無清楚)

黃春明：成大有這樣的教授啊，那麼優秀的學校有這樣的教

授啊！哀！悲哀啊！

蔣為文：＃＃＃(無清楚)悲哀啦…

蔣為文：你去做中國人啦，mài做台灣人啦！

蔣為文：根本tō外行人，koh beh講台語。

黃春明：若beh講台語，我比你khah gâu啦！

蔣為文：來比啊！來比啊！

(一陣混亂)

黃春明：好啦！我們看這裡，照過來照過來照過來，mài看hia

啦！Mài chhap伊啦！過來，我去找你們成大的校長，真的！

蔣為文：＃＃＃(無清楚)你根本tō外行人，憑啥物 beh講台語。

黃春明：台語我chiok gâu講啦！

57:38

(蔣為文退席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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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

〈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全文

【漢羅 白話字 台文版】

UNESCO 2001年11月初2 tī巴黎

第31次全體會議通過ê決議

大會

大會為著重視完全實現《世界人權宣言》kap 1966年有關公民

權kap政治權，以及有關經濟、社會kap文化權ê兩項國際公約，hām

其他普遍認同 ê法律文件中所宣布 ê人權kap基本自由，

咱看早前UNESCO《組織法》踏話頭內底所確認「文化 ê大力

宣傳kap為著正義、自由hām和平所做ê教育，是維護人類尊嚴bē-sái

欠缺 ê行為，嘛是逐國關心互助 ê精神kap ài實踐ê神聖義務，

咱koh看，《組織法》第一條特別規定UNESCO ê宗旨之一是

「制訂必要ê國際協定，方便咱運用文字kap圖像來促進自由思想 ê

交流」，

參照UNESCO所頒布國際文件內面，1 有關文化多樣性hām文化

權利行使 ê逐項條款，

1 Chia ê國際文件主要有：1950年《Florence Agreement》，1976年《Nairobi 
Protocol》，1952年《Universal Copyright Convention》，1966年《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 on International Cultural Cooperation》， 1970年《Convention on 
the Means of Prohibiting and Preventing the Illicit Import, Export and Transfer of 
Ownership of Cultural Property》， 1972年《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1978年《UNESCO Declaration on Race 
and Racial Prejudice》，1980年《Recommendation concerning the Status of the 
Artist》，1989年《Recommendation on Safeguarding Traditional and Popular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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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面重申應該kā文化看做是某一个社會抑是某一个社會群體特

有ê精神、物質、智力kap感情方面無仝特點ê總合。除去藝術kap文

學之外，文化koh包含生活方式、鬥陣做伙 ê方式、價值體系、傳統

kap信仰，2 

警覺著文化是咱當代關係特性，社會凝聚力kap用智識做基礎ê

經濟發展所引起ê辯論中心點，

阮m ā確認佇互相信任k a p理解 ê氣氛中，注重文化多樣、寬

容、對談kap合作，這是國際和平kap安全上好 ê保障，

Ǹg-bāng咱會使佇確認文化多樣性，認識著人類一體，kap文化

間交流發展ê基礎頂面建立koh khah闊ê團結，

Koh顧慮著雖然因為新ê資訊kap傳播技術ê快速發展造成全球化

ê進行，這對文化多樣性來講，chiâⁿ做另外一項ê挑戰，˜-koh這嘛

創造一个新 ê文化kap文明中間對談ê環境，

阮體認UNESCO佇UN系統中，受付託保護kap促進豐富多彩 ê

文化多樣性 ê特殊職責，

宣布下面 ê原則，koh通過下底ê宣言：

特性，多樣性kap多元化

第1條 文化多樣性：人類共同繼承ê資產

文化佇無siâng ê時間，無仝 ê所在顯現無仝款 ê形式。這个文

化多樣性具體表現佇人類中逐群體kap逐社會所呈現逐樣 ê特殊性

kap多元性。文化多樣性做為交流、創新hām創作 ê源頭，這對人類

來講，著像生物 ê多樣性對自然生態仝款必要。若照這款 ê眼光來

看，文化多樣性是全人類公家繼承 ê資產，為著咱當代人類kap未來

2 這是根據世界文化政策會議（MONDIACULT，Mexico City，1982年），

1 9 9 5年ê世界文化k a p發展委員會k a p政府之間文化政策促進發展會議

（Stockholm，1998年）綜合結論所落ê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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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代囝孫 ê利益，咱應該ài認識kap肯定這款 ê意義。

第2條 uì文化多樣性到文化多元主義

佇現此時ê多樣化社會中，人hām人kap人hām群體之間互動必

須確保，其中包括多元、無仝kap動態 ê逐種文化特性以及鬥陣生活

ê意願。所有 ê公民攏hông包含koh會當參與 ê這款政策，是加強社

會凝聚力、民間社團活力kap維護和平可靠 ê保障。所以，這種文化

多元主義提供文化多樣性實際 ê政策表達。文化多元主義kap民主制

度是bē-sái分割 ê，這引chhoā咱向文化交流kap豐富充實公眾生活 ê創

造能力。

第3條 文化多樣性是發展 ê因素

文化多樣性h ù n闊咱每一个人ê選擇範圍，這是發展ê根源之

一，這˜-nā是經濟成長 ê因素，而且koh是達到予人滿意 ê智力、感

情、道德kap精神生活 ê方法。

文化多樣性kap人權

第4條 人權是文化多樣性ê保障 

Uì 倫理te̍k ê 立場來看, 保衛文化多樣性有迫切 ê需要，伊kap注

重人 ê尊嚴仝款bē-sái分割。這表示人ài尊重基本人權kap 自由權，特

別是對hia ê少數 ê人kap原住民。任何人攏bē-tàng用文化多樣性來損

害受著國際法保護 ê人權，抑是án-ni來限制人權 ê範圍。

第5條 文化權利是文化多樣性 ê有利條件

文化權利是人權 ê一个組成部分，in是普世bē-sái分割kap互相依

存 ê。豐沛 ê創作多樣性要求完全實行《世界人權宣言》第二十七

條kap《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三條kap第十五條所

規定ê文化權利。Án-ni，只要佇尊重人權kap基本自由ê範圍內，每

一个人應該攏會使選擇伊家己ê語言，特別是用in ê母語，來表達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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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己 ê思想，創作kap傳報in ê作品。每一个人攏有權接收尊重in文

化特性 ê優質教育kap培訓。每一个人攏應該會使參與伊所選擇 ê文

化生活，而且從事in家己 ê文化實踐ê活動。

第6條 所有 ê人攏有取得文化多樣性ê管道

佇保障使用文字kap圖像 ê自由流傳，s iâng時嘛ài注意hō ͘所有

ê文化攏會tàng表達kap傳播in家己 ê思想。言論自由、媒體多元主

義、多語主義、平等取用藝術kap科技智識，包括所有形式kap所有

文化攏有機會表達kap傳播等是達成文化多樣性 ê倚靠。

文化多樣性kap創作

第7條 文化資產是創作 ê源頭

每項創作攏是利用相關傳統做根源，˜-koh嘛需要kap其他 ê文

化交流才會得thang chhiaⁿ-iāⁿ豐沛。因為按呢，逐種形式 ê文化資產

攏ài保惜，提高價值，代代傳湠落去；Siâng時，促進培養多樣化 ê

創造力kap鼓舞建立無仝文化之間真正 ê對談。

第8條 文化物品kap服務：參一般ê商品無仝

面對當今經濟科技 ê變化發展，beh開創一个開闊ê前景，ài特

別注意提供創意作品 ê多樣性，koh à i注意作者抑是藝術家ê著作

權，hām文化物品kap服務 ê特殊性。因為這是特性、價值觀hām意

義觀念ê指標方向，bē-sái kā看做是一般 ê商品或是消費品。

第9條 文化政策是推動創作ê催化劑

文化政策必須佇確保思想hām作品自由流通 ê狀況下，利用hia 

ê  ē-tàng堅持在地kàu世界水準ê文化產業，創造有利多樣化文化物品

kap服務 ê生產kap傳播 ê環境條件。每一个國家攏應該遵守伊 ê國際

義務，所以in嘛攏ài制定in本國 ê文化政策，而且採取in認為合軀 ê方

法，像行動上 ê支持抑是制定相關妥當 ê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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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多樣性kap國際團結

第10條 加強創作 ê闊度hām傳佈能力

面對目前世界上，文化物品k a p服務 ê流通k a p交換失衡 ê現

象，必須ài加強國際合作hām團結，這會當hō͘所有 ê國家，尤其是開

發中kap轉型當中 ê國家，開設有活力，而且佇伊本國抑是國際上有

競爭力 ê文化產業。

第11條 建立政府，私部門kap民間社團之間 ê合作關係

Kan-taⁿ倚靠市場 ê力量bē-tàng保證，嘛bē-tàng推sak文化多樣

性，而且這个多樣性是人類發展 ê關鍵。依照這个觀點，必須重新

宣傳kap私部門hām民間社團合作政策 ê基本原始功能，相關 ê公共

政策。

第12條 UNESCO ê角色

UNESCO根據本身 ê職責hām功能，對下底這四項有責任：

(a) 促進每一个政府機關佇計畫發展策略中加入本宣言所列 ê原

則；

(b) 擔任各國政府、非政府組織、民間社團，以及私部門之

間，為著欲支持文化多樣性所精心策畫 ê概念、目標hām政

策 ê協商機構；

(c) 繼續從事kap本宣言有關 ê各主管領域內底ê制定標準、提高

認識kap培養能力等等 ê活動；

(d) 行動計畫主要實施 ê條目附佇本宣言後面。

 

實施UNESCO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 ê行動計畫要點

會員國承諾採取適當措施，大力宣傳《UNESCO世界文化多

樣性宣言》，koh為促進實踐以下目標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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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深關係文化多樣性議題 ê國際性辯論，特別是hit寡牽連

著發展，kap對國家級hām國際級 ê政策制定有影響ê議題；

進一步思考來制定國際性ê法律文件ê可能性。

2.   促進制訂國家級kap國際級有chhui-sak文化多樣性ê原則、

標準kap實踐活動，hām提升意識 ê方法kap合作模式。

3.   加強文化多元主義方面ê智識kap實踐 ê交流，創造有利逐

種文化背景來ê個人抑是團體互相融入 kap參與 ê利便環

境。

4.   進一步認識kap說明文化權利是chiâⁿ做人權 ê重要部分。

5.  保護人類 ê語言遺產，支持鼓舞使用khah濟 ê語言來表達思

想，進行創作kap傳播。

6.  存著尊重母語ê精神之下，佇任何可能 ê所在，所有 ê逐級

教育內底提倡語言多樣化，鼓舞按細漢 ê時著開始學習多

種語言。

7.   通過教育hō͘人對文化多樣性有正面價值 ê意識，koh siâng時

改進教學ê課程安排hām教師ê培訓。

8.  佇必要 ê時陣，kā傳統 ê教學方法收納入教育工作內底，

thang保存kap充分利用有關 ê文化。

9.  鼓舞「數位讀寫」koh確保人人掌握資訊kap傳播新科技

ê能力。這應當chiâⁿ做教育科目kap會當提升效率ê教學工

具。

10.   促進世界 ê語言多樣化，siâng時鼓舞全球普遍利用世界網

路去取用所有公開 ê資訊。

11.  Kap UN系統相關ê機構合作，向數位隔離宣戰，支持幫贊

發展中國家取用新科技。幫贊in熟用chia ê資訊科技，siâ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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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提供in本地產生 ê文化產品做數位傳播，koh助贊in取用

全世界有路用 ê教育、文化hām科學資源。

12.   鼓舞佇全球媒體kap資訊網路頂多樣性內容ê生產製造、保

護kap傳播。Siâng時提升公共電台kap電視台機構對優良品

質 ê視聽產品生產發展 ê角色作用，其中尤其是ài促進建立

合作機制來提升chia ê產品ê傳送。

13.  制定政策kap策略來保護兼開發文化kap自然ê資產，特別是

口述kap無形 ê文化資產，siâng時打擊文化商品抑是服務 ê

非法買賣。

14.   尊重兼保護傳統智識，特別是土著民族ê傳統智識；認bat 

in對環境保護kap自然資源運用 ê貢獻；促進現代科學kap地

方智識協力作用。

15.   支援創作人員、藝術家、研究者、科學家kap智識分子 ê流

動，嘛支援國際研究計畫kap合作關係ê發展。Siâng時盡力

保護提升發展中國家kap轉型期國家 ê創造能力。

16. 保證保護創作 ê著作權kap相關權利，予當代 ê創作發展有

合理koh公平ê報酬。Siâng時嘛支持世界人權宣言第二十七

條所規定公眾有取用文化ê權利。

17. 幫助發展中國家kap轉型期國家建立抑是加強文化產業，

koh建立的確ài ê基礎建設kap技術；支持鼓舞有活力 ê在地

市場，siâng時提供chia ê國家 ê文化產品到世界市場kap國

際流通網ê助贊。

18.  逐國lóng ài佇in應該盡 ê義務之下，發展符合本宣言原則 ê

文化政策，包括必要 ê活動輔助機構kap相關 ê規章制度。

19.  牽引民間社團密切參與制定保護kap提倡文化多樣性 ê公共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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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認知koh鼓舞私部門佇提倡文化多樣性 ê貢獻，koh為此建立

公部門kap私部門 ê對談空間。

會員國建議總幹事佇實施UNESCO逐計畫 ê時，ài考慮本行動計

畫中提出 ê目標，siâng時傳播予UN系統kap其他有關 ê政府機關hām

非政府組織，thang加強協同行動來助贊促進文化多樣性。

◎這个漢羅台文版本是由台灣羅馬字協會提供。林裕凱初譯，林清

祥、江澄樹、蔣為文修定。2011年9月12定稿。 

　The Hàn-Lô Taiwanese version of UNESCO Declaration on Cultural 

Diversity was provided by Taiwanese Romanization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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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3】

UNESCO

SÈ-KÀI BÛN-HOÀ TO-IŪ -nSÈNG SOAN-GIÂN

Tâi-oân-jī Pán-pún

UNESCO 2001 nî 11 go̍eh chhe 2 tī Pa-lê

Tē 31 chhù choân-thé hoē-gī thong-kòe ê koat-gī

TĀI-HOĒ
Tāi-hoē ūi-tio̍h tiōng-sī, oân-choân si̍t-hiān Sè-kài Jîn-koân Soan-giân 

kap 1966 nî iú-koan kong-bîn-koân kap chèng-tī-koân, í-ki̍p iú-koan keng-

chè siā-hoē kap bûn-hòa-koân ê nn̄g-hāng kok-chè kong-iok hām kî-thaⁿ hông 

phó͘-phiàn jīn-tông ê hoat-lu̍t bûn-kiāⁿ tiong só͘ soan-pò͘ ê jîn-koân kap ki-pún 

chū-iû,

Lán khòaⁿ chá-chêng UNESCO Cho͘-chit-hoat ta̍h-oē-thâu lāi-té só͘ khak-

jīn “bûn-hòa ê toā-la̍t soan-thoân kap ūi-tio̍h chèng-gī, chū-iû hām hô-pêng só͘ 

chòe ê kàu-io̍k, sī ûi-hō͘ jîn-lūi chun-giâm bē-sái khiàm-khoat ê chok-ûi, mā-sī 

ta̍k-kok koan-sim hō͘-chō͘ ê cheng-sîn kap ài si̍t-chiān ê sîn-sèng gī-bū,

Lán koh khòaⁿ, Cho͘-chit-hoat Tē it tiâu te̍k-pia̍t kui-tēng UNESCO ê 

chong-chí chi-it sī “chè-tēng pit-iàu ê kok-chè hia̍p-tēng, hong-piān lán ūn-iōng 

bûn-jī kap tô͘-chhiāng lâi chhiok-chìn chū-iû su-sióng ê kau-liû,” 

Chham-chiàu UNESCO só͘ pan-pò͘ kok-ché bûn-kiāⁿ tiong,1  iú-koân 

bun-hòa to-iūⁿ-sèng hām bûn-hòa koân-lī hêng-sú ê ta̍k-hāng tiâu-khoán, 

Lāi-bīn tiông-sin èng-kai kā bûn-hòa khòaⁿ-chòe sī bó͘ chi̍t ê siā-hoē 

ia̍h-sī bó͘ chi̍t ê siā-hoē kûn-thé te̍k-iú ê cheng-sîn, bu̍t-chit, tì-le̍k kah ká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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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êng hong-bīn bô-kâng te̍k-tiám ê chóng-ha̍p. Tû-khì gē-su̍t kap bûn-ha̍k chi-

goā, bûn-hoà koh pau-hâm seng-oa̍h hong-sek, tàu-tīn ê seng-oa̍h hong-sek, 

kè-ta̍t thé-hē, thoân-thóng kap sìn-gióng, 2

Kéng-kak tio̍h bûn-hòa sī lán tong-tāi koan-hē te̍k-sèng, siā-hoē gêng-

chū-le̍k kap iōng tì-sek chò ki-chhó͘ ê keng-chè hoat-tián só͘ ín-khí ê piān-lūn 

tiong-sim tiám, 

Goán mā khak-jīn tī hō͘-siong sìn-jīm kap lí-kái ê khì-hun tiong, chun-

tiōng bûn-hòa to-iūⁿ, khoan-iông, tùi-tâm, kap ha̍p-chok, che sī kok-chè hô-

pêng kap an-choân siōng-hó ê pó-chiong,

Ǹg-bāng lán ē-sái tī khak-jīn bûn-hòa to-iūⁿ-sèng, jīn-sek tio̍h jîn-lūi it-

thé, kap bûn-hòa kan kau-liû hoat-tián ê ki-chhó͘ téng-bīn kiàn-li̍p khah-khoah 

ê thoân-kiat, 

Koh kò͘-lū tio̍h sui-jiân in-ūi sin-ê chu-sìn kap thoân-pò͘ kī-su̍t ê khoài-

sok hoat-tián chō-sêng choân-kiû-hòa ê chìn-hêng, che tùi bûn-hòa to-iūⁿ-sèng 

lâi kóng, chiaⁿ-chòe lēng-goā chi̍t-hāng thiau-chiàn, m̄-koh che mā chhòng-chō 

chi̍t ê sin-ê bûn-hòa kap bûn-bêng tiong-kan tùi-oē ê khoân-kéng,

Goán thé-jīn UNESCO tī UN hē-thóng tiong, siū hù-thok pó-hō͘ kap 

chhiok-chìn hong-hù to-chhái ê bûn-hòa to-iūⁿ-sèng ê te̍k-su chit-chek, 

Goán soan-pò͘ ē-bīn goân-chek, koh thong-kòe ē-té ê Soan-giân:

TEK-SÈNG, TO-IŪⁿ-SÈNG KAP TO-GOÂN-HÒA
Tē 1 Tiâu  Bûn-hòa to-iūⁿ-sèng: jîn-lūi kiōng-tông kè-sêng ê 

chu-sán
Bûn-hòa tî bô-siâng ê sî-kan, bô-kâng ê só͘-chāi hián-hiān bô-kâng ê 

hêng-sek. Chit ê Bûn-hòa To-iūⁿ-sèng kū-thè piáu-hiān tī jîn-lūi tiong ta̍k kû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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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é kap ta̍k siā-hoē só͘ thêng-hiān ta̍k-iūⁿ ê te̍k-sû-sèng kap to-goân-sèng. Bûn-

hòa to-iūⁿ-sèng chò-ûi kau-liû, chhòng-sin hām chhòng-chok ê goân-thâu, che 

tùi jîn-lūi lâi kóng, tio̍h chhin-chhiūⁿ seng-bu̍t ê to-iūⁿ-sèng tùi chū-jiân seng-

thāi kâng-khoán pit-iàu. Nā chiàu chit-khoán ê gán-kong lâi-khoàⁿ, bûn-hòa 

to-iūⁿ-sèng sī choân jîn-lūi kong-ke kè-sêng ê chu-sán, ūi-tio̍h lán tong-tāi jîn-

lūi kap bī-lâi tāi-tāi kiáⁿ-sun ē lī-ek, lán èng-kai ài jīn-sek kap khéng-tēng chit-

khoán ê ì-gī.

Tē 2 Tiâu  Ùi bûn-hòa to-iūⁿ-sèng kàu bûn-hòa to-goân 
chú-gī

Tī hiān-chhú-sî ê to-iūⁿ-hoà siā-hoē-tiong, lâng hām lâng kap lâng hām 

kûn-thé chi-kan hô-bo̍k hō͘-tōng pit-su khak-pó, kî-tiong pau-koah to-goân, 

bô-kâng kap tōng-thāi ê ta̍k-chióng bûn-hòa te̍k-sèng í-k…p tàu-tīn seng-oa̍h ê 

ì-goän. Só͘-ū ê kong-bîn lóng hông pau-hâm koh ē-tàng chham-ú ê chit-khoán 

chèng-chhek, sī ka-kiông siā-hoē gêng-chū-le̍k, bîn-kan siā-thoân oa̍h-le̍k kap 

î-hō͘ hô-pêng khó-khò ê pó-chiong. Só͘-í, chit chióng bûn-hòa to-goân chú-gī 

thê-kiong bûn-hòa to-iùⁿ-sèng si̍t-chè ê chèng-chhek piáu-ta̍t. Bûn-hòa to-goân 

chú-gī kap bîn-chú chè-tō͘ sī bē-sái hun-koah ê, che ín-chhoā hiòng bûn-hòa 

kau-liû kap hong-hù chhiong-si̍t kong-chiòng seng-oa̍h ê chhòng-chō lêng-le̍k.

Tē 3 Tiâu  Bûn-hòa to-iūⁿ-sèng sī hoat-tián ê in-sò͘
Bûn-hòa to-iūⁿ-sèng hùn-khoah lán múi-chi̍t ê lâng ê soán-te̍k hoān-ûi, che 

sī hoat-tián ê kun-ki chi it, che m̄-nā sī keng-chè sêng-tióng ê in-sò͘, jî-chhiáⁿ koh 

sī ta̍t-kàu hō͘-lâng móa-ì ê tì-le̍k, kám-chêng, tō-te̍k kap cheng-sîn seng-chûn ê 

hong-ho̍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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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ÛN-HÒA TO-IŪⁿ-SÈNG KAP JÎN-KOÂN
Tē 4 Tiâu  Jîn-koân sī bûn-hòa to-iūⁿ-sèng ê pó-chiong

Ùi lûn-lí te̍k ê li̍p-tiûⁿ lâi khoàⁿ, pó-oē bûn-hòa to-iūⁿ-sèng ū pek-chhiat 

ê su-iàu, i kap chù-tiōng lâng ê chun-giâm kâng-khoán boē-sái hun-koah. Che 

piáu-sī lâng ài chun-tiōng ki-pún jîn-koân kap chū-iû koân, te̍k-pia̍t sī túi hia 

ê chió-sò͘ ê lâng kap goân-chū-bîn. Jīm-hô lâng lóng boē-tàng iōng bûn-hòa to-

iūⁿ-sèng lâi sńg-hāi siū-tio̍h kok-chè-hoat pó-hō͘ ê jîn-koân, a̍h-sī án-ni lâi hān-

chè jîn-koân ê hoān-ûi.

Tē 5 Tiâu  Bûn-hòa koân-lī sī bûn-hòa to-iūⁿ-sèng ê iú-lī 
tiâu-kiāⁿ

Bûn-hòa koân-lī sī jîn-koân ê chi̍t ê cho͘-sêng pō͘-hūn, in sī phó͘-sè, bē-

tàng-hun-koah kap hō͘-siong i-chûn ê. Phong-phài ê chhòng-chok to-iūⁿ-sèng 

iau-kiû oân-choân si̍t-hêng Sè-kài Jîn-koân Soan-giân tē 27 tiâu kap Keng-chè, 

Siā-hoē, Bûn-hòa Koân-lī Kok-chè Kong-iok tē 13 tiâu kap tē 15 tiâu só͘ kui-

tēng ê bûn-hòa koân-lī. Án-ni, chí-iàu tī chun-tiōng jîn-koân kap ki-pún chū-

iû ê hoān-ûi lāi, múi chi̍t ê lâng èng-kai lóng ē-sái soán-te̍k i kā-kī ê gí-giân, 

te̍k-pia̍t sī ēng in ê bó-gí, lâi piáu-ta̍t in kā-kī ê su-sióng, chhòng-chok kap 

thoân-pò in ê chok-phín. Múi chi̍t ê lâng lóng ū koân chiap-siu chun-tiōng in 

bûn-hòa te̍k-sèng ê iu-chit kàu-io̍k kap pôe-hùn. Múi chi̍t ê lâng lóng eng-kai 

ē-sái chham-ú i só͘ soán-te̍k ê bûn-hòa seng-oa̍h, jî-chhiáⁿ chiông-sū in kā-kī ê 

bûn-hòa si̍t-chiān ê oa̍h-tōng.

Tē 6 Tiâu  Só͘-ū ê lâng lóng ū chhú-tit bûn-hòa to-iūⁿ-sèng ê 
koán-t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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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ī pó-chiòng sú-iōng bûn-jī kap tô͘-chhiāng ê chū-iû liû-thoân, siâng-sî 

mā ài chú-ì hō͘ só͘-ū ê bûn-hòa lóng ē-tàng piáu-ta̍t kap thoân-pò͘ in kā-kī ê su-

sióng. Giân-lūn chū-iû, mûi-thé to-goân chú-gī, to-gí chú-gī, pêng-téng chhú-

ēng gē-su̍t kap kho-ki tì-sek, pau-koah só͘-ū hêng-sek, i-ki̍p só͘-ū bûn-hòa lóng 

ū ki-hoē piáu-ta̍t kap thoân-pò͘ téng sī ta̍t-sêng bûn-hoà to-iuⁿ-sèng ê oá-khò. 

BÛN-HÒA TO-IŪⁿ-SÈNG KAP CHHÒNG-CHOK
Tē 7 Tiâu  Bûn-hòa chu-sán sī chhòng-chok ê goân-thâu

Múi hāng chhòng-chok lóng sī lī-iōng thoân-thóng chò kun-goân, m̄-koh 

mā su-iàu kap kî-thaⁿ ê bûn-hòa kau-liû chiah ē-ti̍t chhiaⁿ-iāⁿ phong-phài. In-

ūi án-ni, ta̍k-chióng hêng-sek ê bûn-hòa chu-sán lóng ài pó-chûn, thê-ko kè-

ta̍t, tāi-tāi thoân-thòaⁿ--lo̍h-khì; Siâng-sî, chhiok-chìn pôe-ióng to-iūⁿ-hòa ê 

chhòng-chō-le̍k kap kó͘-bú kiàn-li̍p bô-kāng bûn-hòa chi-kan chin-chiàⁿ ê tùi-

tâm.

Tē 8 Tiâu  Bûn-hòa but-phín kap hok-bū: chham it-poaⁿ ê 
siong-phín bô-kāng

Bīn-tùi tong-kim keng-chè kho-ki ê piàn-hòa hoat-tián, beh khai-chhòng 

ch…t ê khui-khoah ê oán-kéng, ài te̍k-pia̍t chù-ì thê-kiong chhòng-ì chok-phín 

ê to-iūⁿ-sèng, koh ài chù-ì chok-chiá he̍k-sī gē-su̍t-ka ê tù-chok-koân, hām bûn-

hòa bu̍t-phín kap ho̍k-bū ê te̍k-sû-sèng. In-ùi che sī te̍k-sèng, kè-ta̍t-koan hām 

ì-gī koan-liām ê chí-piau hong-hiòng, boē-sái khòaⁿ-chòe sī it-poaⁿ ê siong-

phín he̍k-sī siau-hùi-phí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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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ē 9 Tiâu  Bûn-hòa chèng-chhek sī thui-tōng chhòng-chok 
ê chhui-hoà-che

Bûn-hòa chèng-chhek pit-su tī khak-pó su-sióng hām chok-phín chū-

iû liû-thong ê chōng-hóng hā, lī-iōng hia ê ē-tàng kian-chhî chāi-tē kap sè-kài 

chúi-chún ê bûn-hòa sán-gia̍p, chhòng-chō iú-lī to-iūⁿ-hòa bûn-hòa bu̍t-phín 

kap ho̍k-bū ê seng-sán kap thoân-pò͘ ê khoân-kéng tiâu-kiāⁿ. Múi chi̍t ê kok-

ka lóng èng-kai chun-siú i ê kok-chè gī-bū, só͘-í in mā lóng ài chè-tēng in pún-

kok ê bûn-hòa chèng-chhek, jî-chhiáⁿ chhái-chhú in jīn-ûi ha̍p-su ê hong-hoat, 

chhiūⁿ hêng-tōng siōng ê chi-chhî he̍k-sī chè-tēng siong-koan thò-tòng ê kui-

chiong.

BÛN-HÒA TO-IŪⁿ-SÈNG KAP KOK-CHÈ THOÂN-KIAT
Tē 10 Tiâu  Ka-kiông chhòng-chok ê khoah-tō͘ hām thoân-

pò͘  lêng-lek
Bīn-tùi bo̍k-chiân sè-kài siōng bûn-hòa bu̍t-phín kap ho̍k-bū ê liû-thong 

kap kau-oāⁿ s…t-hêng ê hiān-siōng, pit-su ài ka-kiông kok-chè ha̍p-chok hām 

thoân-kiat, che ē-tàng hō͘ só͘-ū ê kok-ka, iû-kî sī khai-hoat-tiong kap choán-

hêng tiong ê kok-ka, khai-siat ū oa̍h-le̍k, jî-chhiáⁿ tī in pún-kok ia̍h-sī kok-chè 

siōng ū kēng-cheng-le̍k ê bûn-hòa sán-gia̍p.

Tē 11 Tiâu  Kiàn-lıp chèng-hú, su-pō͘-mn̂  g kap bîn-kan siā-
thoân chi-kan ê hap-chok koan-hē

Kan-taⁿ khò chhī-tiûⁿ ê le̍k-liōng boē-tàng pó-chèng, mā bōe-tàng thui-

sak bûn-hòa to-iūⁿ-sèng, jî-chhiáⁿ chit ê to-iūⁿ-sèng sī jîn-lūi hoat-tián ê koan-

kián. I-chiàu chit ê koan-tiám, pit-su têng-sin soan-thoân kap su-pō͘-mn̂g hām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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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în-kan siā-thoân ha̍p-chok chèng-chhek ê ki-pún goân-sí kong-lêng, siong-

koan kong-kiōng chèng-chhek.

Tē 12 Tiâu  UNESCO ê kak-sek
UNESCO kun-kì i pún-sin ê chit-chek hām kong-lêng, tùi ē-té chit 4 

hāng ū chek-jīm:

(a) Chhiok-chìn múi chi̍t ê chèng-hú ki-koan tī kè-e̍k hoat-tián chhek-

lio̍k tiong ka-ji̍p pún Soan-giân só͘-lia̍t ê goân-chek; 

(b) Tam-jīm kok kok chèng-hú, hui-chèng-hú cho͘-chit, bîn-kan siā-

thoân, í-ki̍p su-pō͘-mn̂g chi-kan, ūi-tio̍h beh chi-chhî bûn-hòa to-

iūⁿ-sèng só͘ cheng-sim chhek-oē ê khài-liām, bo̍k-phiau hām chèng-

chhek ê hia̍p-siong ki-kò͘;

(c) Kè-sio̍k chiông-sū kap pún Soan-giân iú-koan ê kok chú-koán léng-

he̍k lāi-té ê chè-tēng piau-chún, thê-ko jīn-sek kap pôe-ióng lêng-le̍k 

téng-téng ê oa̍h-tāng.

(d) Hêng-tōng kè-e̍k chú-iàu si̍t-si ê tiâu-bo̍k hù tī pún Soan-giân āu-

bīn.

 

 

SIT-SI UNESCO SÈ-KÀI BÛN-HOÀ TO-IŪⁿ-SÈNG
SOAN-GIÂN Ê HÊNG-TŌNG KÈ-EK IÀU-TIÁM

Hoē-oân-kok sêng-lo̍k chhái-chhú sek-tòng chhok-si, toā-la̍t soan-thoân 

UNESCO Sè-kài Bûn-hòa To-iūⁿ-sèng Soan-giân, koh ūi chhiok-chìn si̍t-chiān 

í-hā bo̍k-phiau lâi ha̍p-cho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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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a-chhim koan-hē bûn-hòa to-iūⁿ-sèng gī-tê ê kok-chè-sèng piān-lūn, 

tia̍t-pia̍t sī hit koá khan-liân tio̍h hoat-tián, kap tùi kok-ka-kip hām 

kok-che-kip ê chèng-chhek chè-tēng ū éng-hióng ê gī-tê; Chìn-chit-

pō͘ su-khó lâi chè-tēng kok-chè-sèng ê hoat-lu̍t bûn-kiāⁿ ê khó-lêng-

sèng.

2. Chhiok-chìn chè-tēng kok-ka-kip kap kok-che-kip iú-lī chhui-sak 

bûn-hòa to-iūⁿ-sèng ê goân-chek, phiau-chún kap si̍t-chiān oa̍h-tāng, 

hām thê-seng ì-sek ê hong-hoat kap ha̍p-chok bô͘-sek.

3. Ka-kiông bûn-hòa to-goân chú-gī hong-bīn ê tì-sek kap s…t-chiān ê kau-

liû, chhòng-chō iú-lī ta̍k-chióng bûn-hòa poē-kèng lâi ê kò-jîn he̍k-sî 

thoân-thé hō͘-siong iông-ji̍p kap chham-ú ê lī-piān khoân-kéng.

4. Chìn-chit-pō͘ jīn-sek kap soat-bêng bûn-hòa koân-lī sī chiâⁿ-chò jîn-

koân ê tiōng-iàu pō͘-hūn.

5. Pó-hō͘ jîn-lūi ê gí-giân ûi-sán, chi-chhî kó͘-bú sú-iōng khah choē ê gí-

giān lâi piáu-ta̍t su-sióng, chìn-hêng chhòng-chok kap thoân-pò͘.

6. Chûn-tio̍h chun-tiōng bó-gí ê chêng-hêng chi-hā, tī jīm-hô khó-lêng 

ê só͘-chāi, só͘-ū ê ta̍k-kip kàu-io̍k lāi-tē thê-chhiòng gí-giân to-iūⁿ-hòa, 

kó͘-bú àn sè-hàn ê sî tio̍h khai-sí ha̍k-si̍p to-chióng gí-giân.

7. Thong-kòe kàu-io̍k hō͘ lâng tùi bûn-hòa to-iūⁿ-sèng ū chiàⁿ-bīn kè-ta̍t 

ê ì-sek, koh siâng-sî kái-chìn kàu-ha̍k ê khò-thêng an-pâi hām kàu-su 

ê pôe-hùn.

8. Tī pit-iàu ê sî-chūn, kā thoân-thóng ê kàu-ha̍k hong-hoat siu-la̍p ji̍p 

kàu-io̍k kang-chok lāi-tē, thang pó-chûn kap chhiong-hun lī-iōng iú-

koan ê bûn-hoà.

9. Kó͘-bú “sò͘-ūi tha̍k-siá” koh khak-pó lâng lâng chiáng-ap chu-sin kap 



台灣作家ài/oi用台灣語文創作     �0�

thoan-po͘ sin kho-ki ê lêng-le̍k. Che èng-tong chiâⁿ-chò kàu-io̍k kho-

bo̍k kap ē-tàng thê-seng hāu-lu̍t ê kàu-ha̍k kang-khū.

10. Chhiok-chìn sò͘-ūi sè-kài ê gí-giân to-iūⁿ-hòa, siâng-sî kó͘-bú choân-kiû 

phó͘-phiàn lī-iōng sè-kài bāng-lō͘ khì chhú-iōng só͘-u kong-khai ê chu-

sìn.

11. Kap UN hē-thóng siong-koan ê ki-kò͘ ha̍p-chok, hiòng sò͘-ūi keh-

lī soan-chiàn, chi-chhî pang-chān hoat-tián tiong kok-ka chhú-iōng 

sin kho-ki. Pang-chān in se̍k-ēng chia ê chu-sìn kho-ki, siâng-sî thê-

kiong in pún-tē sán-seng ê bûn-hòa sán-phín chò sò͘-ūi thoân-pò͘, koh 

chō͘-chān in chhú-iōng choân sè-kài ū-lō͘-ēng ê kàu-io̍k, bûn-hòa hām 

kho-ha̍k chu-goân.

12. Kó͘-bú tī choân-kiû mûi-thé kap chu-sìn bāng-lō͘ téng to-iūⁿ-sèng 

lāi-iông ê seng-sán chè-chok, pó-hō͘ kap thoân-pò͘. Siâng-sî thê-seng 

kong-kiōng tiān-tâi kap tiān-sī-tâi ki-kò͘ tùi iu-liông phín-chit ê sī-

thiaⁿ sán-phín seng-sán hoat-tián ê kak-sek chok-iōng, kî-tiong iû-kî 

sī ài chhiok-chìn kiàn-li̍p ha̍p-chok ki-chè lâi thê-seng chia ê sán-phín 

ê thoân-sàng.

13. Chè-tēng chèng-chhek kap chhek-lio̍k lâi pó-hō͘ kiam khai-hoat bûn-

hòa kap chū-jiân ê chu-sán, tia̍t-pia̍t sī kháu-su̍t kap bû-hêng ê bûn-

hòa chu-sán, siâng-sî táⁿ-kek bûn-hòa siong-phín ia̍h-sī ho̍k-bū ê hui-

hoat bóe-boē. 

14. Chun-tiōng kiam pó-hō͘ thoân-thóng tì-sek, tia̍t-pia̍t sī thó͘-tù bîn-cho̍k ê 

thoân-thóng tì-sek; jīn-bat in tùi khoân-kéng pó-hō͘ kap chū-jiân chu-

goân ūn-iōng ê kòng-hiàn; chhiok-chìn hiān-tāi kho-ha̍k kap tē-hng 

tì-sek hia̍p-le̍k chok-iōng.

15. Chi-oân chhòng-chok jîn-oân, gē-su̍t-ka, gián-kiù-chiá, kho-ha̍k-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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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p tì-sek-hūn-chú ê liû-tōng, mā chi-oân kok-chè gián-kiù kè-e̍k kap 

ha̍p-chok koan-hē ê hoat-tián. Siâng-sî chīn-la̍t pó-hō͘ thê-seng hoat-

tián tiong kok-ka kap choán-hêng-kî kok-ka ê chhòng-chō lêng-le̍k.

16. Pó-chèng pó-hō͘ chhòng-chok ê tù-chok-koân kap siong-koan koân-

lī, hō͘ tong-tāi ê chhòng-chok hoat-tián ū ha̍p-lí kap kong-pêⁿ ê siû-

kim. Siâng-sî mā chi-chhî Sè-kài Jîn-koân Soan-giân tē 27 tiâu só͘ kui-

tēng kong-chiòng ū chhú-iōng bûn-hòa ê koân-lī. 

17. Pang-chō͘ hoat-tián tiong kok-ka kap choán-hêng-ki kok-ka kiàn-

li̍p ia̍h-sī ka-kiông bûn-hòa sán-gia̍p, koh kiàn-li̍p tek-khak ài ê ki-

chhó͘ kiàn-siat kap ki-su̍t; chi-chhî kó͘-bú ū-oa̍h-la̍t ê chāi-tē chhī-tiûⁿ, 

siâng-sî thê-kiong chia ê kok-ka ê bûn-hòa sán-phín kàu sè-kài chhī-

tiûⁿ kap kok-chè liû-thong-bāng ê chō͘-chān.

18. Ta̍k kok lóng ài tī in eng-kai chīn ê gī-bū chi-hā, hoat-tián hû-ha̍p 

pún Soan-giân goân-chek ê bûn-hòa chèng-chhek, pau-koah pit-iàu ê 

oa̍h-tāng hú-chō͘ ki-kò͘ kap siong-koan ê kui-chiong chè-tō͘.

19. Khan-ín bîn-kan siā-thoân bi̍t-chhiat chham-ú chè-tēng pó-h³ kap 

thê-chhiòng bûn-hòa to-iūⁿ-sèng ê kong-kiōng chèng-chhek.

20. Jīn-ti koh kó͘-bú su-pō͘-mn̂g tī thê-chhiòng bûn-hòa to-iūⁿ-sèng ê 

kòng-hiàn, koh ūi chhú kiàn-li̍p kong-pō͘-mn̂g kap su-pō͘-mn̂g ê tùi-

tâm khong-kan.

Hoē-oân-kok kiàn-gī Chóng-kàn-sū tī s…t-si UNESCO ta̍k kè-e̍k ê-sî, ài 

khó-lū pún Hêng-tōng Kè-e̍k tiong thê-chhut ê bo̍k-phiau, siâng-sî thoân-pò͘ hō͘ 

UN hē-thóng kap kî-thaⁿ iú-koan ê chèng-hú ki-koan hām hui-chèng-hú cho͘-chit, 

thang ka-kiông hia̍p-tông hêng-tōng lâi chō͘-chān chhiok-chìn bûn-hòa to-iūⁿ-

sè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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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t-ê Tâi-oân-jī pán-pún sī iû Tâi-oân Lô-má-jī Hia̍p-hoē thê-kiong. Lîm 

Jû-khái chho͘-e̍k; Lîm Chheng Siâng; Kang Têng-chhiū & Chiúⁿ Ûi-bûn 

siu-tēng; 2011 nî 9 goe̍h 12 tēng-kó. 

 The Romanized Taiwanese version of UNESCO Declaration on Cultural 

Diversity was provided by Taiwanese Romanization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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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4】

〈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全文

【中文版】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1年11月2日
第二十次全體會議報告通過的決議

大會
重視充分實現《世界人權宣言》和1966年關於公民權利和政

治權利及關於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兩項國際公約等其他普遍認

同的法律檔中宣佈的人權與基本自由，

憶及教科文組織《組織法》序言確認「……文化之廣泛傳播

以及為爭取正義、自由與和平對人類進行之教育為維護人類尊嚴不

可缺少的舉措，亦為一切國家關切互助之精神，必須履行之神聖義

務」，

還憶及《組織法》第一條特別規定教科文組織的宗旨之一

是，建議「訂立必要之國際協定，以便於運用文字與圖像促進思想

之自由交流」，

參照教科文組織頒佈的國際檔中1涉及文化多樣性和行使文化

權利的各項條款，

重申應把文化視為某個社會或某個社會群體特有的精神與物

質，智力與情感方面的不同特點之總和；除了文學和藝術外，文化

1 這些國際檔主要有：1950年的《佛羅倫斯協定》和1976年的《內羅畢議定

書》，1952年的《世界著作權公約》，1966年的《國際文化合作宣言》，

1970年的《關於採取措施禁止並防止文化財產非法進出口和所有權非法轉讓

公約》，1972年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1980年的《關於藝術

家地位的建議》及1989年的《關於保護傳統文化和民間文化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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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包括生活方式、共處的方式、價值觀體系，傳統和信仰2， 
注意到文化是當代就特性、社會凝聚力和以知識為基礎的經

濟發展問題展開的辯論的焦點，

確認在相互信任和理解氛圍下，尊重文化多樣性、寬容、對

話及合作是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最佳保障之一，

希望在承認文化多樣性、認識到人類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和發

展文化間交流的基礎上開展更廣泛的團結互助，

認為儘管受到新的資訊和傳播技術的迅速發展積極推動的全

球化進程對文化多樣性是一種挑戰，但也為各種文化和文明之間進

行新的對話創造了條件，

認識到教科文組織在聯合國系統中擔負著保護和促進豐富多

彩的文化多樣性的特殊職責，

宣佈下述原則並通過本宣言：

特性、多樣性和多元化

第1條 文化多樣性：人類的共同遺產

文化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種不同的表現形式。

這種多樣性的具體表現是構成人類的各群體和各社會的特性所具有

的獨特性和多樣化。文化多樣性是交流、革新和創作的源泉，對人

類來講就象生物多樣性對維持生物平衡那樣必不可少。從這個意義

上講，文化多樣性是人類的共同遺產，應當從當代人和子孫後代的

利益考慮予以承認和肯定。

第2條 從文化多樣性到文化多元化

2 這是根據世界文化政策會議（MONDIACULT，墨西哥，1982年）世界文化

和發展委員會（報告《我們具有創造力的多樣性》，1995年）及政府間文化

政策促進發展會議（斯德哥爾摩，1998年）的結論所下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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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益走向多樣化的當今社會中，必須確保屬於多元的、不

同的和發展的文化特性的個人和群體的和睦關係和共處。主張所有

公民的融入和參與的政策是增強社會凝聚力、民間社會活力及維護

和平的可靠保障。因此，這種文化多元化是與文化多樣性這一客觀

現實相應的一套政策。文化多元化與民主制度密不可分，它有利於

文化交流和能夠充實公眾生活的創作能力的發揮。

第3條 文化多樣性是發展的因素

文化多樣性增加了每個人的選擇機會；它是發展的源泉之

一，它不僅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因素，而且還是享有令人滿意的智

力、情感、道德精神生活的手段。

文化多樣性與人權

第4條 人權是文化多樣性的保障

捍衛文化多樣性是倫理方面的迫切需要，與尊重人的尊嚴是

密不可分的。它要求人們必須尊重人權和基本自由，特別是尊重少

數人群體和土著人民的各種權利。任何人不得以文化多樣性為由，

損害受國際法保護的人權或限制其範圍。

第5條 文化權利是文化多樣性的有利條件

文化權利是人權的一個組成部分，它們是一致的、不可分割

的和相互依存的。富有創造力的多樣性的發展，要求充分地實現

《世界人權宣言》第27條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

13條和第15條所規定的文化權利。因此，每個人都應當能夠用其選

擇的語言，特別是用自己的母語來表達自己的思想，進行創作和傳

播自己的作品；每個人都有權接受充分尊重其文化特性的優質教育

和培訓；每個人都應當能夠參加其選擇的文化重大計畫生活和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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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所特有的文化活動，但必須在尊重人權和基本自由的範圍內。

第6條 促進面向所有人的文化多樣性

在保障思想通過文字和圖像的自由交流的同時，務必使所有

的文化都能表現自己和宣傳自己。言論自由，傳媒的多元化，語言

多元化，平等享有各種藝術表現形式，科學和技術知識--包括數碼

知識--以及所有文化都有利用表達和傳播手段的機會等，均是文化

多樣性的可靠保證。

文化多樣性與創作

第7條 文化遺產是創作的源泉

每項創作都來源於有關的文化傳統，但也在同其他文化傳統

的交流中得到充分的發展。因此，各種形式的文化遺產都應當作為

人類的經歷和期望的見證得到保護、開發利用和代代相傳，以支持

各種創作和建立各種文化之間的真正對話。

第8條 文化物品和文化服務：不同一般的商品

面對目前為創作和革新開闢了廣闊前景的經濟和技術的發展

變化，應當特別注意創作意願的多樣性，公正地考慮作者和藝術家

的權利，以及文化物品和文化服務的特殊性，因為它們體現的是特

性、價值觀和觀念，不應被視為一般的商品或消費品。

第9條 文化政策是推動創作的積極因素

文化政策應當在確保思想和作品的自由交流的情況下，利用

那些有能力在地方和世界一級發揮其作用的文化產業，創造有利於

生產和傳播文化物品和文化服務的條件。每個國家都應在遵守其國

際義務的前提下，制訂本國的文化政策，並採取其認為最為合適的



���     蔣為文抗議黃春明的真相

行動方法，即不管是在行動上給予支持還是制訂必要的規章制度，

來實施這一政策。

文化多樣性與國際團結

第10條 增強世界範圍的創作和傳播能力

面對目前世界上文化物品的流通和交換所存在的失衡現象，

必須加強國際合作和國際團結，使所有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和

轉型期國家能夠開辦一些有活力、在本國和國際上都具有競爭力的

文化產業。

第11條 建立政府、私營部門和民間社會之間的合作夥伴關係

單靠市場的作用是作不到保護和促進文化多樣性這一可持續

發展之保證的。為此，必須重申政府在私營部門和民間社會的合作

下推行有關政策所具有的首要作用。

第12條 教科文組織的作用

教科文組織根據其職責和職能，應當：

(a) 促進各政府間機構在制訂發展方面的戰略時考慮本宣言

中陳述的原則；

(b) 充任各國、各政府和非政府國際組織、民間社會及私營

部門之間為共同確定文化多樣性的概念、目標和政策所

需要的聯繫和協商機構；

(c) 繼續在其與本宣言有關的各主管領域中開展制定準則的

行動、提高認識和培養能力的行動；

(d) 為實施其要點附於本宣言之後的行動計畫提供便利。

實施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

的行動計畫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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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國承諾採取適當措施，廣泛宣傳《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

多樣性宣言》，並促進宣言的有效實施，其中包括為實現下列目標

而展開合作：

1.  深入開展與文化多樣性問題，尤其是文化多樣性與發展

的關係問題和文化多樣性對制定國家或國際政策的影響

問題有關的國際辯論，尤其要推動對制定一份關於文化

多樣性的國際法律檔是否可行進行思考；

2.  促進在國家和國際一級制定最有利於保護和提倡文化多

樣性的原則、規範和實踐活動以及提高認識的方法和合

作方式；

3.  促進文化多元化方面的知識與良策的交流，為多元化社

會中來自四面八方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個人和群體的融

入和參與提供便利。

4.  進一步認識和闡明作為人權之組成部分的文化權利所包

含的內容。

5.  保護人類的語言遺產，鼓勵用盡可能多的語言來表達思

想、進行創作和傳播。

6.  提倡在尊重母語的情況下，在所有可能的地方實現各級

教育中的語言多樣化，鼓勵自幼學習多種語言。

7.  通過教育，培養對文化多樣性的積極意義的意識，並為

此改進教學計畫的制訂和師資隊伍的培訓。

8.  在必要時，將傳統的教學方法納入到教學工作中，以保

存和充分利用有關文化所特有的交流和傳授知識的方

法。

9.  促進「數位掃描」，將資訊與傳播新技術作為教學計畫

中的學科和可提高教學工作效率的教學手段，提高掌握

這些新技術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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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促進數位空間的語言多樣化，鼓勵通過全球網路普遍地

利用所有的公有資訊。

11.  與聯合國系統各有關機構密切合作，向數位鴻溝宣戰，

促進發展中國家利用新技術，幫助這些國家掌握資訊技

術，並為當地文化產品的數位化傳播和這些國家利用世

界範圍的具有教育、文化和科學性質的數位化資源提供

方便。

12.  鼓勵世界傳媒和全球資訊網路製作、保護和傳播多樣化

的內容，並為此加強公共廣播和電視機構在開發高質量

視聽產品方面的作用，其中要支援建立一些有利於更好

地傳播這些產品的合作機制。

13.  制定保護和開發利用自然遺產和文化遺產，特別是口述

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政策和戰略，反對文化物品和文化

服務方面的非法買賣。

14.  尊重和保護傳統知識，特別是土著人民的傳統知識；承

認環境保護和自然資源管理方面的傳統知識的作用；發

揮現代科學與民間傳統知識的協同作用。

15.  支援創作人員、藝術家、研究人員、科學家和知識份子

的流動和國際研究計畫及合作夥伴關係的制定和發展，

同時努力做到保護和提高發展中國家和轉型期國家的創

造力。

16.  為了當代創作工作的發展並使創作工作得到合理的酬

報，保證著作權及其鄰接權得到保護，同時捍衛《世界

人權宣言》第27條所規定的公眾享受文化的權利。

17.  幫助發展中國家和轉型期國家建立或加強文化產業，並

為此合作建立必要的基礎結構和培養必要的人才，促進

建立有活力的當地市場，並為這些國家的文化產品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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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市場和國際發行網提供方便。

18.  在尊重各國的國際義務的情況下，制定能夠通過一些必

要的活動輔助機制及／或相應的規章制度來推行本宣言

所制定之原則的文化政策。

19.  使民間社會的各個方面密切參與制定保護和提倡文化多

樣性的公共政策。

20.  承認並鼓勵私營部門在提倡文化多樣性上的貢獻，並為

此建立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的對話空間。

　　會員國建議總幹事在實施教科文組織的計畫時考慮到本

行動計畫中確定的各項目標，並將這些目標通知聯合國系統各機

構，以及其他有關的政府間組織和非政府組織，以便加強協調行

動，促進文化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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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5】

〈世界語言權宣言〉摘錄

【中文版／全羅台文版對照】

世界語言權宣言中有關語言教育文化的條文

Sè-kài gí-giân-khôan Soan-giân lāi-bīn iú-koan gí-giân kàu-io̍k 

bûn-hòa ê tiâu-bûn

前言

根據聯合國大會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第217A (III)號決議通過

並宣佈的《世界人權宣言》第二條「人人均享有本宣言所記載一切

權利與自由，不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主

張、民族、社會出身、財產、出生或其他身份」； 

Thâu-sû
Kin-kì Liân-ha̍p-kok Tāi-hōe 1948 nî 12 goe̍h chhe 10 tē 217A (III) hō 

koat-gī thong-kòe koh soan-pò͘ ê Sè-kài Jîn-khôan Soan-giân tē jī tiâu: lâng-

lâng lóng ē-tàng hiáng-siū pún Soan-giân só͘ kì-chài it-chhè khôan-lī kap chū-

iû, bô-hun chióng-cho̍k, phôe-hu-sek, sèng-pia̍t, gí-giân, chong-kàu, chèng-tī 

ah-sī kî-tha chú-tiuⁿ, bîn-cho̍k, siā-hōe chhut-sin, châi-sán, chhut-seng ah-sī 

kî-tha ê sin-hūn.

一九九六年六月六日至九日在西班牙Barcelona簽署的《世界語

言權宣言》在其序言中更宣稱：

1996 nî 6 goe̍h 6 ji̍t kàu 9 ji̍t tī Se-pan-gâ ê Barcelona chhiam-sú ê Sè-kài 

Gí-giân-khôan Soan-giân ê thâu-sû lāi-bīn koh kong-khai soan-pò͘:

每一種語言的情況均是諸多政治、法律、意識型態和歷史、

人口統計數字和地域、經濟和社會、文化、語言和社會語言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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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語言間和主觀本質等，各種因素幅輳與交互作用的結果。

Múi chi̍t-chióng gí-giân ê chōng-hóng lóng-sī só͘-ū chèng-tī, hoat-lu̍t, 

ì-sek hêng-thài kap le̍k-sú, jîn-kháu thong-kè sò͘-jī kap tē-he̍k, keng-chè hām 

siā-hōe bûn-hòa gí-giân kap siā-hōe gí-giân-ha̍k, í-ki̍p gí-giân-kan ê chú-koan 

pún-chit téng-téng, kok-chióng in-sò͘ kau-lām hō͘-siong chok-iōng ê kiat-kó.

更確切地說，目前這些因素可定義為：

Kóng koh khah bêng-khak leh, bo̍k-chêng chia-ê in-sò͘ ē-sái án-ne kā 

tēng-gī:

1.長久以來大多數國家追求單一化的趨勢，以致於將削減差異

性並採取反對多元文化和語言的態度。

1. Tn̂g-kú í-lâi, tōa-to-sò͘ ê kok-ka tui-kiû tan-it-hòa ê chhu-sè, tì-sú bûn-

hòa-kan ê chha-ī-sèng kiám-chió koh chhái-chhú hóan-tùi to-gôan 

bûn-hòa kap gí-giân ê thài-tō͘.

2.世界經濟潮流所導致的全球資訊、溝通和文化市場，阻斷了

相互關係的幅員以及為確保語言共同體內在同質性的互動形

式。

2. Sè-kài keng-chè tiâu-liû só͘ ín-khí ê chôan-kiû chu-sìn, kau-thong kap 

bûn-hòa chhī-tiûⁿ, chó͘-tn̄g hō͘-siong koan-hē ê hōan-ûi hām kài-sòaⁿ 

í-k…p ūi-tio̍h boeh khak-pó gí-giân kiōng-tông-thé lāi-chāi tông-chit-

sèng ê hō͘-tōng hêng-sek.

3.一種由跨國經濟團體以自由為名，確認解除對講求進步與競

爭之個體主義的限制，同時卻衍生出嚴重且持續增加中之經

濟、社會、文化和語言不平等的經濟學成長模式。

3. Chi̍t-chióng í chū-iû ê miâ-gī thàu-kòe khòa-kok keng-chè thôan-thé, 

lâi khak-jīn kái-tû tùi káng-kiû chìn-pō͘ kap kēng-cheng ê kò-thé chú-

gī ê hān-chè, kâng sî-chūn koh sán-seng koh khah giâm-tiōng, j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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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hiáⁿ it-ti̍t teh kè-sio̍k cheng-ka ê keng-chè, bûn-hòa, siā-hōe kap gí-

giân bô pêng-téng ê keng-chè-ha̍k sêng-tióng bô͘-sek.

語言社群目前正處於因缺乏自治政府、人口稀少或是部分或

全體族人遭到驅散、經濟力量微薄、語言無法化成具體文字、或文

化模式與統治者相衝突的壓力之下，因此，除非以下基本條件能夠

受到重視，否則將有許多語言無法再繼續存在和發展：

Gí-giân siā-kûn bo̍k-chêng tú-tú khiā-tī in-ūi khiàm-khoat chū-tī chèng-

hú, jîn-kháu siuⁿ-chió, a̍h-sī pō͘-hūn he̍k-chiá chôan-thé hông kóaⁿ-lī khiā-khí 

ê só͘-chāi, keng-chè le̍k-liōng hông khòaⁿ-bô, gí-giân bô hoat-tō͘ chiâⁿ-chò kū-

thé ê bûn-jī, a̍h-sī bûn-hòa bô͘-sek kap thóng-tī-chiá hō͘-siong chhiong-

tu̍t ê ap-le̍k ê chêng-hêng hā, só͘-í, nā m̄-sī ē-bīn chia ê ki-pún tiâu-kiāⁿ tit-tio̍h 

tiōng-sī, chin-chē gí-giân to̍h bô hoat-tō͘ koh chài kè-sio̍k chûn-chāi kap hoat-

tián:

在政治方面，目標為構想一個能夠組織語言多樣性的方式，

讓眾多語言社群能夠有效參與此一新發展模式。

Tī chèng-tī hong-bīn, lia̍h chi̍t-ê bo̍k-piau, i ê kò͘-sióng sī cho͘-chit 

ch…t-ê ē-tàng gí-giân to-iūⁿ-sèng ê hong-sek, hō͘ chē-chē gí-giân ē-tàng iú-hāu 

chham-ú chit-ê sin ê hoat-tián bô͘-sek. 

在文化方面，目標為在發展過程中提供一個世界性的、使所

有種族、語言社群和個人均能公平參與的溝通場所。

Tī bûn-hòa hong-bīn, lia̍h chi̍t-ê bo̍k-piau, boeh tī hoat-tián kòe-thêng 

tiong thê-kiong chi̍t-ê sè-kài-sèng--ê, hō͘ só͘-ū ê chióng-cho̍k, gí-giân siā-kûn 

kap kò-jîn lóng ē-sái kong-pîⁿ chham-ú kap kau-thong ê tiûⁿ-só͘.

在經濟方面，目標為促進基於所有人參與、以及對社會生態

平衡和所有語言與文化間平等關係之尊重的持續發展。

Tī keng-chè hong-bīn, lia̍h chi̍t-ê bo̍k-piau, khiā-tī só͘-ū ê lâng lóng bo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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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hiok-chìn chham-ú, kap tùi siā-hōe seng-thài pêng-hêng kap só͘-ū gí-giân 

chi-kan pêng-téng koan-hē chun-tiōng ê kè-sio̍k hoat-tián.

《世界語言權宣言》中下列條文具體指出各社群個人或群體

的基本權利：

Sè-kài Gí-giân-khôan Soan-giân lāi-bīn ē-té chia ê tiâu-bûn kū-thé chí-

chhut kok gí-giân siā-kûn kò-jîn iah-sī kûn-thé ê ki-pún khôan-lī;

第三條 Tē Saⁿ Tiâu
第一項 Tē It Hāng

本宣言認為下列個人權利不容割讓，並得以於任何情況中使

用：

Pún soan-giân jīm-ûi ē-bīn chia ê kò-jîn khôan-lī bē-tàng koah-niū, mā 

ē-sái tī jīm-hô chêng-hêng-tiong lâi sú-iōng:

承認屬於某一語言社群的權利；

於私下或公開場合使用自己語言的權利；

使用自己姓名的權利；

和自己的語言社群有相同淵源之成員相關連或聯合的權利；

維持並發展自己文化的權利；

Sêng-jīn in ka-tī sio̍k tī bó͘ chi̍t-ê gí-giân siā-kûn ê khôan-lī;

Tī su-té-hā iah-sī kong-khai ê tiûⁿ-ha̍p sú-iōng ka-tī ê gí-giân ê khôan-lī;

Sú-iōng ka-tī miâ-sèⁿ ê khôan-lī;

Ū kap ka-tī ê gí-giân siā-kûn ū sio-kâng ian-gôan ê seng-ôan saⁿ koan-

liân kap liân-ha̍p ê khôan-lī;

Î-chhî, pēng-chhiáⁿ hoat-tián ka-tī bûn-hòa ê khôan-lī.

以及所有1966年12月16日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和同日簽署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當中所承認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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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有關語言的權利。

Í-ki̍p só͘-ū tī 1996 nî 12 goe̍h 16 ji̍t chhiam-sú ê Kong-bîn Khôan-lī kap 

Chèng-tī Khôan-lī Kok-chè Kong-iok kap kâng hit ji̍t chhiam-sú ê Keng-chè 

Siā-hōe Bûn-hòa Khôan-lī kong-iok lāi-bīn só͘ sêng-jīn ê kok-hāng iú-koan gí-

giân ê khôan-lī.

第二項 Tē Jī Hāng

本宣言認為語言團體之集體權利，除前述之語言團體成員的

權利以外，尚包含以下項目，符合第二條第二款之情況：

Pún soan-giân jīn-ûi gí-giân thôan-thé ê chi̍p-thé khôan-lī, tî-liáu thâu-

chêng só͘ kóng ê gí-giân thôan-thé sêng-ôan ê khôan-lī í-gōa, iáu koh pau-hâm 

ē-bīn chia ê hāng-bo̍k, hù-ha̍p tē-jī-tiâu tē-jī-khôan ê chêng-hóng:

被教導自己語言和文化的權利；

取得文化設施的權利；

於傳播媒體中令自己的語言與文化獲得同等表現機會的權

利；

在政府機關以及社會經濟關係中獲得注意的權利。

Chiap-siū hông kàu-tō ka-tī gí-giân kap bûn-hòa ê khôan-lī.

Tit-tio̍h bûn-hòa siat-si ê khôan-lī.

Tī tāi-chiòng mûi-thé hō͘ ka-tī ê gí-giân kap bûn-hòa tit-tio̍h pêng-téng 

piáu-hiān ê khôan-lī.

Tī chèng-hú ki-koan kap siā-hōe keng-chè koan-hē tiong tit-tio̍h chù-ì ê 

khôan-lī.

第九條 Tē Káu Tiâu
所有語言社群有權在不受引誘或武力介入的情況下，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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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化、保存、發展以及提倡他們的語言系統。

Só͘-ū ê gí-giân lóng ū khôan bián siū ín-iū kap bú-le̍k kài-ji̍p lâi pian-siá, 

piau-chún-hòa, pó-chûn, hoat-tián kap thê-chhiòng in ka-tī ê gí-giân hē-thóng. 

第十條 Tē Chap Tiâu
第一項 Tē It Hāng

所有語言社群均有平等的權利。

Só͘-ū gí-giân siā-kûn lóng ū pêng-téng ê khôan-lī.

第二項 Tē Jī Hāng    

本宣言不容許對語言社群的歧視，無論其政治權主宰之程

度，其社會經濟或其他狀態，其語言文字化、更新或標準化的程

度，或其他標準。

Pún soan-giân bē-tàng ún-chún tùi gí-giân siā-kûn ê kî-sī, bô-lūn in 

chèng-tī-khôan chú-chái ê thêng-tō͘, in ê siā-hōe keng-chè ia̍h-sī kî-tha chōng-

thài, in ê gí-giân bûn-jī-hòa, keng-sin, he̍k-chiá piau-chún-hòa ê thêng-tō͘, ia̍h-sī 

kî-tha piau-chún.

第三項 Tē Saⁿ Hāng

必須採行所有步驟以實行此平等原則，使其有效且真實。

(Chèng-hú) pit-su chhái-chhú só͘-ū ê pān-hoat lâi si̍t-hêng chit ê pêng-

téng gôan-chek, ài khak-si̍t chò-kàu, m̄-sī chò piáu-bīn kang-hu nā-tiāⁿ.

第十五條 Tē Chap-gō͘ Tiâu
第一項 Tē It hāng

所有語言社群均有資格在其地區內以其語言作為官方用途。

Só͘-ū gí-giân siā-kûn lóng ū tī in ê tē-khu-lāi iōng in ka-tī ê gí-giân chò 

koaⁿ-hong iōng-t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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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Tē Jī hāng

所有語言社群均有權要求以其語言所進行之法律和行政行

為、所書寫之公開或私人的文件、以及官方記錄必須具有拘束力和

效力，無人得以藉口忽略此種語言。

Só͘-ū gí-giân siā-kûn lóng ū khôan iau-kiû iōng in ka-tī ê gí-giân lâi chìn-

hêng hoat-lu̍t kap hêng-chèng hêng-ûi, só͘ su-siá ê kong-khai ia̍h-sī su-jîn bûn-

kiāⁿ, í-k…p koaⁿ-hong kì-lio̍k pit-su kū-pī khu-sok-le̍k kap hāu-le̍k, bô lâng 

ē-tàng iōng jīm-hô ê chià-kháu hut-lio̍k chit chióng gí-giân.

第二十三條 Tē Jī-chap-saⁿ Tiâu
第一項 Tē It Hāng

教育必須幫助增進語言社群在其所被提供之區域內表達自己

語言和文化的能力。

Kàu-io̍k pit-su pang-chān cheng-chìn gí-giân siā-kûn tī in só͘ thê-

kiong ê khu-e̍k-lāi piáu-ta̍t ka-tī gí-giân kap bûn-hòa ê lêng-le̍k. 

第二項Tē Jī Hāng

教育必須幫助語言社群在其所被提供之區域內維持及發展他

們的語言。

Kau-io̍k pit-su pang-chān gí-giân siā-kûn tī in só͘ thê-kiong ê khu-e̍k lāi 

î-chhî kap hoat-tián in ê gí-giân.

第三項 Tē Saⁿ Hāng

教育必須永遠協助發展語言和文化多樣性、以及相異語言社

群間的和諧關係。

Kàu-io̍k pit-su éng-óan hia̍p-chō͘ hoat-tián gí-giân kap bûn-hòa ê to-iūⁿ-

sèng, í-ki̍p bô-kâng gí-giân siā-kûn tiong-kan ê hô-hâi koan-he.

第四項 Tē Sì Hā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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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原則，人人均有權學習任何語言。

Kin-kù téng-bīn ê gôan-chek, lâng-lâng lóng ū khôan ha̍k-si̍p jīm-hô gí-

giân.

第二十五條 Tē Jī-chap-gō͘ Tiâu
所有語言社群均有資格支配所有人類及物質資源，以確保他

們的語言在其領域內各階段的教育上能擴展至所希望的程度：受過

適當訓練的教師、合宜的教學方式、教科書、金融、建築物與設

備、傳統與創新科技。

Só͘-ū ê gí-giân siā-kûn lóng ū chu-keh chi-phòe só͘-ū jîn-lūi kap bu̍t-chit 

chu-gôan, lâi khak-pó in ê gí-giân tī in ê léng-he̍k lāi kok-kai-tōaⁿ ê kàu-io̍k-siōng 

ē-tàng khok-tián kàu só͘ hi-bāng ê thêng-tō͘: siū-kòe sek-tòng hùn-liān ê kàu-

su, ha̍p-gî ê kàu-ha̍k hong-sek, kàu-kho-su, keng-hùi, kiàn-tio̍k-bu̍t kap siat-pī, 

thôan-thóng kap thôan-thóng ia̍h-sī chhòng-sin ê kho-ki. 

第二十七條Tē Jī-chap-chhit Tiâu
所有語言社群均有資格教育其成員，使其能獲得與其文化傳

統相關之語言的知識，例如曾為其社區慣常用語的文學或聖言。

Só͘-ū ê gí-giân siā-kûn lóng ū chu-keh kàu-io̍k in ka-tī ê sêng-ôan hō͘ 

in ē-tàng tit-tio̍h kap in ê bûn-hòa thôan-thóng siong-koan ê gí-giân ê tì-sek, 

chhiūⁿ-kóng bat chiâⁿ-chò in siā-khu kòan-siông iōng-gí ê bûn-ha̍k ia̍h-sī sèng-

giân. 

第二十八條Tē Jī-chap-peh Tiâu
所有語言社群均有資格教育其成員，使他們能徹底瞭解其文

化傳統（歷史、地理、文學和其他文化表徵），甚至可以延伸至學

習其餘他們所希望瞭解之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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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ó͘-ū ê gí-giân siā-kûn lóng ū chu-keh kàu-io̍k in ka-tī ê sêng-ôan hō͘ in 

ē-tàng thiat-té liáu-kái in ka-tī ê bûn-hòa thôan-thóng (le̍k-sú, tē-lí, bûn-ha̍k 

kap kî-tha ê bûn-hòa piáu-teng), sīm-chì ē-tàng chiap--lo̍h--khì ha̍k-si̍p chhun 

ê in só͘ hi-bāng beh liáu-kái ê bûn-hòa. 

第二十九條 Tē Jī-chap-káu Tiâu
第一項Tē-1-hāng

人人均有資格以其所居住區域之特定通行語言接受教育。

Lâng-lâng lóng ē-tàng tī in só͘ khiā-khí ê khu-he̍k iōng in ê te̍k-tēng gí-

giân chiap-siū kàu-io̍k. 

第二項Tē-2-hāng

本權利並不排斥獲得其他語言之口語或書寫知識的權利，如

此將可作為他／她與其他語言社群溝通的工具。

Pún khôan-lī pēng bô pâi-thiat jīm-hô chi̍t-ê lâng tit-tio̍h kî-tha gí-giân 

ê kháu-gí ia̍h-sī su-siá tì-sek ê khôan-lī, án-ne tō ē-tàng kā he khòaⁿ-chò chit ê 

lâng kap kî-tha gí-giân siā-kûn kau-thong ê kang-khū. 

第三十條 Tē Saⁿ-chap Tiâu
所有語言社群的語言和文化必須在大學階段作為研讀和探究

的主題。

Só͘-ū gí-giân siā-kûn ê gí-giân kap bûn-hòa pit-su tī tāi-ha̍k kai-tōaⁿ 

chiâⁿ-chò gián-tho̍k kap thàm-thó ê chú-tê.

第三十一條 Tē Saⁿ-chap-it Tiâu 
所有語言社群均有權在所有範疇與所有場合中保存並使用其

合宜的姓名系統。

Só͘-ū ê gí-giân siā-kûn lóng ū khôan-lī tī só͘-ū ê hōan-ûi kap tiûⁿ-só͘ ti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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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ó-chûn pēng-chhiáⁿ sú-iōng in ha̍p-gî ê miâ-sèⁿ hē-thóng. 

第三十二條Tē Saⁿ-chap-jī Tiâu
第一項Tē-1-hāng

所有語言社群均有權以其區域專屬語言使用地名，無論是在

口語或書寫上、在私下、公開或是官方場所。

Só͘-ū ê gí-giân siā-kûn lóng ū khôan-lī iōng in khu-he̍k choan-sio̍k gí-

giân sú-iōng tē-miâ, bô-lūn sī kháu-gí ia̍h-sī su-siá, tī su-té-hā, kong-khai 

ia̍h-sī koaⁿ-hong ê tiûⁿ-só͘. 

第二項Tē-2-hāng

所有語言社群均有權建立、保存、及修改其原始地名。這些

地名不得被武斷地廢除、扭曲或改寫，亦不得因為政治或其他情況

之改變而遭到替換。

Só͘-ū ê gí-giân siā-kûn lóng ū khôan-lī kiàn-l…p, pó-chûn, kap siu-kái in 

ka-tī ê gôan-sú tē-miâ. Chia-ê tē-miâ bē-sái iōng bú-tòan ê hong-sek hùi-tî, 

niú-khiok, sīm-chì kái-siá, mā bē-sái in-ūi chèng-tī ia̍h-sī kî-tha chōng-hóng ê 

kái-piàn cho-siū tio̍h thè-ōaⁿ. 

第三十三條 Tē Saⁿ-chap-saⁿ Tiâu
所有語言社群均有權以自己的語言稱呼自己。任何姓名的翻

譯必須避免發生模糊或輕蔑的情況。

Só͘-ū ê gí-giân siā-kûn lóng ū khôan-lī iōng in ka-tī ê gí-giân chheng-h³

ka-kī. Jīm-hô miâ-sèⁿ ê hoan-e̍k pit-su pī-bián hoat-seng iōng-jī hâm-hô͘ ia̍h-sī 

khin-bia̍t ê chōng-hóng. 

第三十四條 Tē Saⁿ-chap-sì Tiâu
人人均有權以其語言在所有場合中使用自己的姓名，同時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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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在必要的情況下，以最接近其姓名發音的方式將其轉化為文

字。

Lâng-lâng lóng ū khôan iōng i ka-tī ê gí-giân tī só͘-ū ê tiûⁿ-ha̍p sú-iōng 

ka-tī ê miâ-sèⁿ, kâng chit ê sî-chūn mā ū khôan tī pit-iàu ê chêng-hóng-hā, 

iōng siōng chiap-kīn i miâ-sèⁿ hoat-im ê hong-sek chôan-chò bûn-jī.

第三十八條 Tē Saⁿ-chap-peh Tiâu
所有語言社群的語言和文化在世界各傳播媒體上必須受到平

等、非歧視的對待。

Só͘-ū gí-giân siā-kûn ê gí-giân kap bûn-hòa tī sè-kài kok mûi-thé siōng 

pit-su siū-tio̍h pêng-téng, hui kî-sī ê tùi-thāi.

◎英文版kap中文版全文請參閱施正鋒編2002《語言權利法典》台

北：前衛出版社。台文版由國立成功大學台灣語文測驗中心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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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6】

524台文事件文字、影音資料精選

台灣語言 & 台灣文學 | Tâi-uân Gí-giân & Tâi-uân Bûn-hãk

http://tltl.pbworks.com 
說明：收錄正反雙方論述ê文章

蔣為文ê正式回應網站

http://uibun.twl.ncku.edu.tw/event0524.htm 

蔣為文ê抗議 vs. 黃春明ê「國罵」

http://taigiol.fhl.net/vcd/rotaiugbk.php?user=taigi&bid=1&proc=read&

msgno=210 
說明：會使聽全部ê演講錄音內容

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9CYPDKPMpvY 

Peopo:

http://www.peopo.org/portal.php?op=viewPost&articleId=83745 

TaiwanUS.net: 

http://taiwanus.net/news/press/2011/201106011717251992.htm 

黃春明：會叫的野獸! 操你媽的B!!

http://newsreference.cyrixhero.net/video/9868984-5



���     蔣為文抗議黃春明的真相

蔣為文上「TVBS 2100全民開講」影音檔(2011/5/26)

http://www.southnews.com.tw/Taiwanese/00/00035.htm 

文人之爭 黃春明對槓副教授－民視新聞(2011/5/25)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AAoBENFKkw 

公視晚間新聞 黃春明台語文演講 成大副教授反嗆(2011/5/26)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gbiH_wl96I 

台語文戰火延燒 作家學者對槓－民視新聞(2011/5/27)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9rFFXzThgg&feature=related

連橫翻譯作品 台語文之美－民視新聞(2011/5/28)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HpnVfceAJo&feature=related

黃春明辱台文學？蔣為文提證據－民視新聞(2011/5/30)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vkvcCXJkho

公視晚間新聞-指黃春明侮辱台文 蔣為文要求道歉(2011/5/30)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lFG3oFgpg4

母語教學時數低 蔣為文抗議－民視新聞(2011/6/13)

http://www.youtube.com/watch?v=SJezU9cb1GY&feature=share

公視中晝新聞 台語文學論戰延燒 蔣為文又嗆人(2011/6/13)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AyS4Ikyaj0&feature=share

613！還我台灣語文教育權!─各社團發言(南方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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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youtube.com/watch?v=0FKJkd6nzx4 

613！還我台灣語文教育權!─遞抗議書(南方快報)

http://www.youtube.com/watch?v=_O4YK8G77lI&feature=related 

反對中華文化基本教材!抗議教育部霸凌台灣文化!(Chuniok)

http://www.peopo.org/portal.php?op=viewPost&articleId=84677

公視【看世事講台語】一丈差九尺

http://pnn.pts.org.tw/main/?p=28270

高雄民生電台「市政廣場」專訪 蔣為文(2011/6/5)

http://fm897vol.blogspot.com/2011/06/65.html

望春風聯播1&2 (專訪蔣為文) 海洋之聲

(1) http://www.ustream.tv/recorded/15314153 

(2) http://www.ustream.tv/recorded/153182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