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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台灣文學史」是「台灣文學」作為一知識領域所賴以立足的基礎
，它不但為台灣文學劃定更為明確的輪廓與邊界，同時也提供這個
知識領域自我認同與展望未來發展的實質內容。儘管如此，截至目
前為止，將「台灣文學史」視為一特殊文類而展開有系統、有方法
的研究尚不多見。因此，本計畫乃延續「日治時期台灣的文學史書
寫研究」(105年度專題研究計畫)，再次透過有效的分析方法深入歷
史之中，規劃以三年的時程對於「戰後台灣文學史書寫」進行有系
統的探勘。而本計畫作為三年期計畫的第一期，則是將研究範圍設
定在1945年到1987年之間的台灣文學史書寫。也即觀察這一段期間
台灣文學史的書寫究竟是隨著時代氛圍的變化而有怎樣的呼應或對
抗？台灣文學史在這當中是以怎樣的方式被建構起來？而這樣的建
構對於後來的文學史書寫又是有著怎樣的影響或效應？而台灣文學
史發展至今日，其書寫是否在方法上或理論上遇到怎樣的困境或限
制？其突破或開展的新方向又是甚麼？等等問題。而本計畫關於文
學史的這些探索，相信無論對於「台灣文學」或「台灣文學史」本
身都是非常重要的基礎性工作，同時也是其作為一門學科得以保持
自我反省的重要憑藉。

中文關鍵詞： 文學史、台灣文學、戰後、認同、文學批評

英 文 摘 要 ： Taiwan Literary History i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tud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It not only sets out a clearer
outline and boundary for Taiwanese literature, but also
provides the essence of self-identity and future
development in this specific area of knowledge. However,
not much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research has been
conducted so far on the study of Taiwan literary history
itself. Therefore, as the extension of the previous
research project on the writing of Taiwan literary history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this study attempts to go
deep into history once again. That is, as the first phase
of a three-year project, this project set the research
scope to explore the writings of Taiwan literary history
between 1945 and 1987. Through effective analytical
methods, this project will trace the trajectory of how
Taiwan literary history was formulated. That is, observe
how the writings of Taiwan Literary History resonate or
resist along with the changes of time, as well as to
explore how the histor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is
constructed, and what kind of influence or effect has on
later literary history writing. This research will also
investigate what difficulties and limitations the current
writing of Taiwan literary history encountered
methodologically and theoretically, and what will be the
new direction for its breakthrough. The exploration of this
project is believed to be not only an important
foundational work both for the Taiwan Literature and The
History of Taiwan Literature, but also provides a means to



maintain its own self-examination.

英文關鍵詞： literary history, Taiwanese literature, identity, literary
criticism -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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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中文摘要 

 

    「台灣文學史」是「台灣文學」作為一知識領域所賴以立足的基礎，它不但為台灣

文學劃定更為明確的輪廓與邊界，同時也提供這個知識領域自我認同與展望未來發展的

實質內容。儘管如此，截至目前為止，將「台灣文學史」視為一特殊文類而展開有系統、

有方法的研究尚不多見。因此，本計畫乃延續「日治時期台灣的文學史書寫研究」(105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再次透過有效的分析方法深入歷史之中，規劃以三年的時程對於

「戰後台灣文學史書寫」進行有系統的探勘。而本計畫作為三年期計畫的第一期，則是

將研究範圍設定在 1945 年到 1987 年之間的台灣文學史書寫。也即觀察這一段期間台灣

文學史的書寫究竟是隨著時代氛圍的變化而有怎樣的呼應或對抗？台灣文學史在這當

中是以怎樣的方式被建構起來？而這樣的建構對於後來的文學史書寫又是有著怎樣的

影響或效應？而台灣文學史發展至今日，其書寫是否在方法上或理論上遇到怎樣的困境

或限制？其突破或開展的新方向又是甚麼？等等問題。而本計畫關於文學史的這些探

索，相信無論對於「台灣文學」或「台灣文學史」本身都是非常重要的基礎性工作，同

時也是其作為一門學科得以保持自我反省的重要憑藉。 

 

關鍵詞：文學史、台灣文學、戰後、認同、文學批評 

 

 

 

 

 

 

 

 

 

 

 



II 

 

Abstract 

   

    Taiwan Literary History i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tud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It not 

only sets out a clearer outline and boundary for Taiwanese literature, but also provides the 

essence of self-identity and future development in this specific area of knowledge. However, 

not much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research has been conducted so far on the study of 

Taiwan literary history itself. Therefore, as the extension of the previous research project on 

the writing of Taiwan literary history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this study attempts to go 

deep into history once again. That is, as the first phase of a three-year project, this project set 

the research scope to explore the writings of Taiwan literary history between 1945 and 1987. 

Through effective analytical methods, this project will trace the trajectory of how Taiwan 

literary history was formulated. That is, observe how the writings of Taiwan Literary History 

resonate or resist along with the changes of time, as well as to explore how the histor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is constructed, and what kind of influence or effect has on later literary 

history writing. This research will also investigate what difficulties and limitations the current 

writing of Taiwan literary history encountered methodologically and theoretically, and what 

will be the new direction for its breakthrough. The exploration of this project is believed to be 

not only an important foundational work both for the Taiwan Literature and The History of 

Taiwan Literature, but also provides a means to maintain its own self-examination.  

 

Keywords: literary history, Taiwanese literature, identity, literary crit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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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報告 

 

戰後台灣文學史書寫研究(Ⅲ-Ⅰ) 

一、前言 

隨著「台灣文學」成為一門知識領域而進入學術與教育體制，「台灣文學」究竟是甚麼？──也即

探問：台灣文學如何定義？其範圍、輪廓以及一路走來的發展軌跡究竟為何？等等問題──也就成為

這門學科一直以來持續不斷的自我探尋。而這種自我探尋所回溯的足跡，正也是「台灣文學史」的課

題。然而，對於「台灣文學」進行歷史性的回溯與探尋，在台灣文學作為一個知識體系而誕生之前便

已啟動，甚至是台灣文學之所以成為獨立學科領域的前提要件。換句話說，「台灣文學史」的建立，既

是「台灣文學」作為一專門知識領域所賴以立足的基礎，同時也是它形塑自我認同或想像未來的必要

路徑。 

 

台灣文學史的重要性無庸贅言，但是，將之視為一特殊文類而展開系統性的研究並不多見，原因

在於文學史涉及時間的縱深，也觸及材料的廣泛，再加上理論的多樣性，總的來說並不是一個容易處

理的主題。緣此，筆者曾於 105 學年度的專題研究計畫中以「日治時期台灣的文學史書寫」為考察對

象，試圖從文學史作為一特殊文類的基本探問出發，進一步分析日治時期台灣的文學史書寫如何成為

一門知識領域而被加以建構的過程。而所謂的基本探問主要包括兩大面向：首先，「文學史」作為一種

特殊的文類，它的成立必須建立在某種統一的實體預設之上，例如民族、國家、語言、性別、宗教、

階級、時代精神與文體等等。而它最為人所熟悉的形式，則是在「文學史」之前冠上帶有特定民族、

國家或地域名稱的類型，諸如英國文學史、德國文學史以及日本文學史等等。這種文學史，多是從民

族、國家或區域的角度觀察文學的歷史發展，它的前提則是必須預設英國、德國或日本等等是一個實

際存在的「統一實體」，並藉此捕捉或想像這「統一實體」──無論是一國或一民族──在連續的時間

中所留下的文學與思想軌跡。也因此，這種「全稱式」的文學史往往被視為民族的靈魂或國家的文化

遺產，也即為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謂之「想像共同體」提供實質內涵的載體。然而，這裡的問

題是，若是以此作為台灣文學史書寫的原型，由於台灣一直以來乃為不同族群的統治與匯聚之地，那

麼，如何將各種不同的族群和語言所構成的文學全都包含在全稱式的「台灣」底下？這便構成了探討

「台灣文學史」時的第一個問題。 

 

    其次，文學史就性質而言與其他關注政治、社會或經濟的歷史書寫有著明顯的不同。這主要是因

為：文學史的核心構成乃為文學作品，而文學作品彼此之間的因果關係，比起歷史上的政治或社會事

件之間的關連，往往是更為薄弱或難以指認的。於是，如何將各自獨立的文學作品串聯成一部具有連

續性意義的歷史，並且，在眾多的文學作品中如何決定何者才有資格被寫進歷史之中，這主要是依賴

文學史寫作者的判斷，具體來說，也就是根據文學史寫作者的意識形態、史觀以及美學來加以決定。

因此，若要探討文學史的構成，同樣也無法忽略史撰者的史觀與文學批評究竟在書寫過程中扮演的角

色。換句話說，文學史的建構所牽涉到的不僅僅只有對於歷史的了解，它還必須透過文學批評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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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得以成立，也即透過對作品的篩選、鑑賞、分析、理解與詮釋，藉此為文學作品相關的人、事、物

尋求因果關連以及歷史的定位。要言之，在探討文學史究竟如何可能之時，吾人還必須釐清牽涉其中

的史觀、批評機制以及敘事方法究竟為何的問題，而這也構成了第二個探問。 

 

因此，從前述有關文學史的兩個基本提問出發來探討台灣文學史的書寫時，我們所必須觀察的是：

台灣如何被視為(或不被視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其中包括了怎樣的民族構成與時間的安排？並且，各別

的文學作品又是以怎樣的美學尺度或批評標準被予以評價？並且，從這些機制所建構出來的文學史究

竟是成就了怎樣的風貌？它是否存在了怎樣的問題？有關於此，105 年度的專題研究已針對戰前的文

學史書寫有了初步的研究成果，並具體呈現於兩篇論文當中。1然而，若將台灣文學的歷史視為一連續

的發展，那麼，吾人對於台灣文學史書寫的探索則不應僅止於日治時期，而有必要進一步延伸到戰後

甚至到晚近最新的發展。更何況。戰後建構台灣文學史最重要的人物葉石濤，他在很大的程度上乃是

承襲了戰前黃得時的文學史書寫，並且，即使是葉石濤本人的文學史，也是歷經了幾個不同的階段。

這個重要的個案所呈顯的也就是，文學史書寫不僅有其自身的歷史脈絡與較為明顯的影響與傳承關

係，同時也是一個因社會、政治與思想的變動而不斷被改寫的文類。著眼於此，本計畫擬延續 105 年

度研究計畫的基本探問，繼續推進台灣文學史書寫的研究，並加入關於文學史的不同理論視角，重新

考察戰後迄今的台灣文學史書寫的過程與意義。因此，計畫主持人於 107 年度開始則是以「戰後台灣

文學史書寫研究」為主題，規劃以三年來完成。各年的研究規劃如下：而 107 年度──也即本計畫「戰

後台灣文學史書寫研究 (Ⅲ- Ⅰ)」主要是處理 1945 年到 1987 年之間的台灣文學史書寫。  

  

二、研究目的 

    而本計畫的目的可簡短歸納如下：首先，計畫申請人上一期(105 年度)的專題研究計畫主題是

「日治時期台灣的文學史書寫研究」，主要是針對戰前的台灣文學史書寫進行考察。而作為延續性

的研究，本計畫將研究的範圍延伸到戰後，而以 1945 年到 1987 年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出版為

止的台灣文學史書寫為主要的觀察對象。 

 

    儘管本計畫主要是考察台灣文學史書寫在戰後的發展軌跡。然而，為了更深一層了解台灣文學

史如何被建構的過程，則必須先行釐清「文學史」的基本問題。也即透過梳理作為一專門學科的「文

學史」其本身的歷史來路與理論生成，而試圖釐清「文學史如何可能」的問題。換句話說，便是先

行探討文學史之所以成立的前提是甚麼？構成文學史的基本要件又是甚麼？除此之外還要進一步

追問：在文學史的書寫當中，文學與歷史的關係究竟為何？文學史的寫作類型可以有哪些？其各種

的可能發展與限制又是在甚麼？本計畫將這些問題意識作為思考起點，進而納為研究的方法，並以

此為關照，而對台灣戰後的文學史建構展開重新的探勘。 

 

                                                 
1 兩篇論文分別為：〈殖民地的文學史建構：重探日治時期「台灣文學史」書寫〉，《台灣史研究》第 23 卷第 4 號(2016

年 12 月)以及〈日治時期新詩評論的演變及其思想內涵探析〉，《台灣學研究》第 21 期(2017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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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達成此一目的，本計畫透過將「戰後台灣文學史書寫」歷史脈絡化，對不同時期的台灣文學

史書寫的演進過程進行全盤性的研究。在這當中，本計畫所要觀察的是：台灣文學史的書寫隨著時

代氛圍的變化而有怎樣的呼應或對抗？其間台灣文學史是以怎樣的方式被建構起來？這樣的建構

對於後來的文學史書寫又是有著怎樣的影響或效應？而文學史的書寫目前是否在方法上或理論上

遭遇到怎樣的困境或限制？其突破或新開展的方向可能是甚麼？等等這些問題，也都是本計畫所要

進一步探究的目標。 

 

    文學史的研究涉及時間的縱深與材料的廣泛，不僅如此，促成文學的變革或往前推進的力量也總

是與社會、政治或經濟等諸面向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因此，文學史的研究勢必要跨出文學自身的領

域，借助其他領域或跨學科的視野與理論方法，才能夠在紛繁龐雜的史料中梳理並作出有效的分析。

因此，將「文學史」視為一特殊的文類，並為之建立一套有效的研究方法，亦是本計畫的目的之一。 

 

    台灣文學史無論是作為一專門學科的本身，或是作為支撐「台灣文學」此一知識領域的重要基

礎，都必須不斷地被充實、更新、並且進行反省。因此，在台灣文學進入教育╱學術體制已二十年

的此時，更應該對「台灣文學史」進行更有系統、有方法並且更為全面性的探討，而這也是本研究

所念茲在茲所欲達成的目標之一。 

 

三、 文獻探討 

 

    與本計畫相關的重要參考文獻之評述與目前研究資料的取得狀況，以下分成文學史理論與戰後

台灣文學史相關論文之兩大方面進行簡述： 

 

 (1) 關於文學史的理論 

 

關於文學史的討論，泰納的《英國文學史》雖然成書於 19 世紀，但它是奠定一國一民族文學

史的經典著作，而台灣文學重要的史撰者黃得時與葉石濤也反覆引用其理論，因此，若要探討文學

史書寫的基本探問，則無法不從這本文學史的經典著作開始看起。泰納在其著作中沿用他所在強調

的種族、環境與時代三大原則來勾勒一國一民族的文學史，這裡做為先行的文獻所必須特別留意的

是泰納對於這三大原則的界定，與台灣文學史書寫者的飲用之間是否有著怎樣的落差，而這樣的落

差代表的又是甚麼意義。此外，關於文學史在二十世紀的發展，則韋勒克的論著則是無法忽略的。

其收錄於《文學理論》中的〈文學史〉一章，對於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和文學史之間的關係有著相

當到位的分析，而他在爬梳過各種文學史的分類型態之後，提出文學不應該僅是政治、社會、或人

類心智發展的消極反應，文學的分期應該由「文學」本身的標準來判定。2此外，他更在《文學史

的沒落》(The Fall of Literary History)中指出，一般所謂文學史不過是作家、學術機構和技巧演變而

                                                 
2 Rene Wellek 著，梁伯傑譯，〈文學史〉，《文學理論》(台北：水牛出版社，1991 年)，頁 408-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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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但根本就沒有呈顯出文學自身的演變與進展。換句話說，所有的文學作品都是隨時可以觸及的，

而非淹沒在過往時空之中的陳跡。因此，在探討文學史時，再也不能無視於文學史的根本性問題，

而必須先將之「問題化」，而後才有進一步運用並展開討論的可能。因而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將

特別重視從文學史的歷史發展脈絡、其與文學批評的關係來進行分析。 

 

而德國文學理論家姚斯(Hans Robert Jauss)的 Literary History as a Challenge to Literary Theory3

一文也是關於文學史與文學批評很重要的一篇文章，他指出文學史正是在民族國家的建構中獲得了

它最大的重要性：「它成了所有史學編撰的理想形式，因其史料可為那些僅能從政治歷史文獻中被

推斷的東西開口說話，文學成為最高的中介，從半神話的開端到民族經典的成就，民族得以了解自

身。」而 David Perkins 的 Is Literary History Possible?(1992)4則是從後現代的視角而對文學史的建

構提出尖銳的看法，包括文學與歷史之間的緊張關係以及文學史書寫的內在矛盾等等。另外促使史

學的語言轉向的海頓‧懷特(Hayden White)，其鉅著《元史學》(Metahistory)雖非針對文學史，但他

所倡導的史學語藝論挑戰了十九世紀以來所建立的科學史學觀，而將歷史帶上「語言轉向」與「歷

史若文學」的研究方向。而這對於看待文學史──尤其是新進的書寫與研究發展──無疑提供了富

含啟發性的角度。 

 

(2) 戰後台灣文學史相關論文 

 

關於戰後台灣文學史書寫研究，較全面者首先是林瑞明的〈兩種台灣文學史──台灣 VS.中國〉(2008

年)，此篇論文追索了「台灣文學」此一觀念發生的經過，並分析台灣與中國在台灣文學史書寫上因不

同意識形態背景而所呈現的相異風貌。這篇論文提供了戰後初期從王白淵、王詩琅而至陳少廷、葉石

濤、彭瑞金與陳映真等人的台灣文學史撰述，由於林瑞明本身也是參與葉石濤與彭瑞金文學史撰述的

重要人物，因此這篇論文提供了歷史現場諸多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另外，雖然不直接與台灣文學史書

寫有關，但游勝冠《台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1996 年)所觸及的台灣文學本土化與台灣文學史

書寫的內在精神軌跡有相當大程度的重疊，因而此書同時也是台灣文學史所無法忽略的前行研究。《台

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在台灣所面對的複雜的政治力場關係中清理出本土位置所面臨的困境與

突破的策略，並從中勾勒出由台灣特殊性、台灣意識與台灣立場所交織鋪展開來的台灣文學自主性的

演化軌跡，而這也提供了戰後台灣文學史主體性形成的一個重要的參照。與此相對而從另一個角度探

看台灣文學主體性者，較具代表性的有邱貴芬的系列研究，如〈後殖民之外——尋找台灣文學的「台

灣性」〉(2003 年)5便致力於將所謂的「台灣性」放置在台灣與其他文化的對話關係以及在對話中所建

立的主體可能性之上，藉此重新定義台灣文學主體性的生成過程；另一篇〈在地性論述的發展與全球

                                                 
3 Hans Robert Jauss and Elizabeth Benzinger, Literary History as a Challenge to Literary Theory,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 2, No. 

1, A Symposium on Literary History (Autumn, 1970), pp. 7-37. 

4 David Perkins, Is Literary History Possibl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5 邱貴芬，〈後殖民之外──尋找台灣文學的「台灣性」〉，收於《後殖民及其外》(台北：麥田出版，2003 年)，頁 11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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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鄉土文學論戰三十年〉6則從回顧鄉土文學論戰的角度重新詮釋其與現代主義密不可分的關係，

並將「鄉土」的概念指向歷史記憶的重整、以「在地」(語言文化)衝破主流霸權論述的壓抑，並視之為

蘊生多元主義的源頭。如此一來，「鄉土」或說「台灣」在如此的視野中成為不斷與時代辯證的產物，

而這正可以為晚近台灣文學史書寫研究提供很好的思考角度。 

 

    而就戰後台灣不同階段的文學發展而言，有關戰後初期的研究，許詩萱的碩士論文《戰後初期

(1945/8~1949/12) 台灣文學的重建——以〈台灣新生報〉「橋」副刊為主要探討對象》，對於「橋」副

刊論爭的參與人物與始末有著詳細的考證，尤其對於《中華日報》「鄉土文學選輯」也有清楚的第一手

描述，是吾人觀察站後初期台文學史書寫與回顧時的重要參考。而陳建忠，《被詛咒的文學：戰後初期

(1945~1949)台灣文學論集》7(2007 年)主要是透過史料的整理、文本的分析，並對左翼思潮、直民主義

與現代性思潮、戒嚴文化等思潮加以梳理，來了解戰後初期的台灣文學史究竟是在怎樣的政治與文化

氛圍下而有著怎樣的衝擊。 

 

    至於七○年代，郭紀舟《七○年代台灣左翼運動》對於《夏潮》的台灣文學史挖掘有著相當詳盡

的整理，無疑是提供我們瞭解戰前台灣文學如何重新被發現的絕佳研究資料。蕭阿勤《回歸現實：台

灣 1970 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2008)本書透過世代研究的概念與理論，再加上取徑於近二

十年西方人文與社會科學界所發展的敘事認同理論，而分析七○年代台灣的文化政治變遷，並追索崛

起於此時的回歸現實世代其如何轉向對於現實與鄉土的重視、挖掘台灣過去的歷史，並考察他們如何

影響八○年代之後政治與文化本土化、台灣化的過程。而此書所援引的敘事認同理論對於台灣文學史

研究尤其富有啟發性。他提到，文學史的寫作仰賴的便是敘事，而所謂的「歷史敘事」並非單純再現

真實的過去，而是包含了選擇、重組與簡化事實等機制，並且也必須透過「情節賦予」的過程才得以

成立，畢竟唯有情節賦予才能夠使得敘事本身具有方向性，而與撰述人的意圖產生連結。蕭阿勤的論

述提醒研究者們文學史寫作的機制所可能帶有遮蔽與限制，但僅是透過敘事的理論恐怕還無法讓我們

了解敘事者的動機究竟如何生成，而這則是必須進入到歷史的內部脈絡中，才以可能進一步分析所謂

的歷史書寫的動機或認同究竟如何而來。而這正是本計畫所要克服的前行研究的不足之處。 

 

四、 研究方法 

本計畫的主題是「戰後台灣文學史書寫研究」，這個議題在概念上主要涵蓋兩個重要的面向：

首先是「文學史」，然後是「戰後台灣文學史」，因此，在研究的方法上也應從這兩大方向著手，依

序地來觀察戰後台灣文學史的建構過程，並探討與之相關的諸多課題。在這當中，前者主要是著眼

於「文學史」的基本問題，也即思考文學史作為一特殊文類，其成立的前提與要件、形式、方法、

開展及其可能與限制究竟為何等等。在釐清並了解文學史的基本問題之後，則是以此為問題意識與

研究路徑，進一步探究戰後台灣的文學史書寫在各個階段的不同面貌、以及它是如何與大時代的政

                                                 
6 邱貴芬，〈在地性論述的發展與全球空間〉，《思想》6(台北：聯經出版，2007 年)，頁 87-103。 

7 陳建忠，《被詛咒的文學：戰後初期(1945~1949)台灣文學論集》(台北：五南出版社，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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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社會或學術思潮與理論等相呼應而一路被建構過來的軌跡。因此，本計畫在研究方法的具體開

展上，大致循「從理論探討文學史寫作的可能性」與「戰後台灣文學史如何建構的過程」兩大方向

來進行。分述如下： 

 

(一) 從理論探討文學史寫作的可能性 

 

今日在學術體制中廣被接受的「文學史」概念與形式，一方面是現代概念中的「文學」被定型下

來以後的產物，另一方面則是與現代國家的建立息息相關。就此而言，「文學史」大抵說來是由西方所

奠定下來的知識領域，而後才隨著各種管道舶來到其他地方。8因此，這裡有必要從「文學史」在西方

的發展過程入手，藉此了解有關文學史的思想演變、其基本問題與寫作的形式，並從中找出研究方法

的可能路徑。 

 

    文學史的雛型可上溯至古羅馬時代，也就是以附有作者介紹的經典彙編、或以作家與作品的目錄

形式出現，而即使到了中世紀，也基本上沿襲如此的型態。到了 17 世紀，則是首次出現了按照編年順

序所寫成的文學歷史記錄，不過，畢竟還是要等到啟蒙時期，才有了聚焦於文學作品之上的「文學史」

出現。這不僅帶來形式上的改變，且對於文學史寫作也有了更進一步的理論生成。如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主張文學本身具有歷史性，因此，文學史的寫作便是要去觀察其歷史發展的軌跡及其

內部之間的關聯性，9而所謂現代概念下的文學史已孕育於其中，也即我們現在所熟悉的文學史寫作形

式與概念的雛型。而稍後在黑格爾那裡，文學被視為自有其內在的發展，它一方面與社會歷史互相作

用，同時又作為精神的產物而與自然的生發過程截然相異。因此，黑格爾所謂的「時代精神」，其所表

現於文學史概念上的，則是認為同一個時代裡的社會或藝術現象都是同一種精神的表達，而這後來也

發展成為以文學或藝術思潮作為文學史分期的主要依據，具體來說，則是透過諸如浪漫主義、寫實主

義或現代主義等等看待文學歷史演進的方式，這便是從黑格爾的「時代精神」所衍伸而來的。 

 

    與此同時，隨著現代民族國家的崛起，文學史的概念也有了更清楚的聚焦，也即從一國或一民族

的角度來追溯文學的歷史，並將之視為國家或民族的精神體現。十九世紀初期的施萊格爾(Friedrich 

Schlegel) 從跨國比較的視野建構歐洲的文學史，並且試圖將古老文明的希伯來、波斯與印度等語言與

文學包括進來。10施萊格爾的想法是，民族的文學若無世界的整體作為參照是沒有意義的，而這種參照

性，也充分反映在泰納《英國文學史》的撰寫當中。泰納的《英國文學史》無疑是奠定一國或一民族

文學史的重要經典，但值得注意的是，這部關於英國的文學史並不是由英國人自己來完成，而是法國

人泰納。就此意義而言，文學史一方面是現代國家建立過程中的產物，但它在另一方面也是始自對「他

者」的凝視，是與「他者」頻繁接觸下的一種成果。 

 

                                                 
8 戴燕，《文學史的權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頁 1。 

9 王建，〈試論文學史寫作的可能性─從德國文學史談起─〉，《淡江外語論叢》第 17 期(2011 年 6 月)，頁 126。 

10 John Neubauer, Globalizing Literary History, Interlitteraria 2013, 18/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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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二十世紀之後，文學的觀念發展出兩條路線，一是認為文學的進程受到外來因素的影響，因

此，必須從外部諸如政治或社會來掌握文學的發展；另一則是主張文學內部自有規律，因此必須從文

學自身的內部來掌握歷史的動向。前者的做法，往往是以政權或朝代的變化為時間單位，而將文學置

入這些分割的時間裡來闡述；後者則從文學自身「演化」的角度追索文學本身從發生、成長、成熟而

致消亡的歷程。然而，除了上述兩種可能性之外，還有將歷史視為「同時並存於當下秩序的總和」的

主張，最具代表者，是艾略特〈傳統與個人才具〉 (Traditional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 中所提出的概

念。另外還有受其影響的知名批評家弗萊(Northrop Frye)，他透過「原型批評」的方法，而將具體的個

別作品當作整體的一部分，並將文學的整體看作是文化的一部分而與其他文化互有聯繫，藉此構成其

文學史的基礎。11 

 

    然而，文學史的書寫到了七○年代之後，隨著後現代與解構理論的崛起，過去歷史乃至於文學史

所賴以成立的宏大敘事逐漸遭到質疑，其所承載的真確與客觀性也受到了根本性的撼動。如後現代思

想家李歐塔(Jean-Francois Lyotard)認為西方傳統思想中的「整體性」概念是不可靠的，尤其是那種具有

主題性、目的性、連貫性以及統一性概念而無所不包的宏大敘述，在現今已經失去了合法性。李歐塔

強調異質與多元，他認為應該由關注地方化的、單個事件的「小敘事」來取代大敘事。而瓦解大敘事

的後現代思想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改變了文學史的書寫思惟甚至方法，以大敘事所開展的一國一民族的

文學史在這當中也逐漸退去了光環，繼之而起的則是關注於更小單位或更邊緣存在主體的文學史，例

如從性別、族群、文類、地方或文化現象的角度所構成的文學史。 

 

    另外一位帶來史學轉向的是懷特(Hayden White)，其之所以受到矚目，在於他顛覆了近代以來史學

所亟欲建立的「科學式史觀」。這種史觀認為史家的任務是要秉持客觀且力求以平舖直述的方式敘述、

建構史實。在這樣的觀點下，史家亦念茲在茲於建立一門足以與科學媲美的學科，如法國的實證史學

代表史家古朗士(Fustel de Coulanges)曾於就職演說中宣示：「史學是而且應該是一門科學」；12而二十世

紀中期開拓分析式歷史哲學的韓培爾(Carl Gustav Hempel)亦強調歷史與科學一樣，都必須在解釋的結

構上仰賴「通則」，以確保其有效性。將歷史科學化的主張從十九世紀以來便成為史學界的主流，一直

延續到二十世紀中之後期懷特出手予以致命的一擊。使得懷特有恃無恐的，是他將歷史書寫所賴以構

成的「語言」要素帶進史學的研究中。懷特認為歷史的撰寫與文學的寫作有著若干相似之處，也就是

說，兩者都是仰賴「自然語言」(natural language)而成立，而這與科學的「形式語言」(formal language)

是迥然相異的，因前者使用於日常生活、並且是充滿著各種譬喻的語言，而後者則是採用以數學方式

定義的語言，如數學或物理的程式等等，兩種語言在型態與屬性上大有不同，而其所開展的知識體系

當然也不一樣。也因此，懷特將關注置於歷史書寫的語言面向，而這也開啟了史學研究中的「語言轉

向」風潮，《後設史學》(1973)一書，正是其史學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在懷特的方法論中，語言的構成

原則與修辭模式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他認為，史撰者往往被某種既定的修辭模式與敘事結構所決

                                                 
11 Northrop Frye, “Literary History,” New Literary, Vol. 12, No. 2 (Winter, 1981), pp. 219-225; 張隆溪，《張隆溪文集第三卷》，

台北：威秀出版，2013 年，頁 27。 

12 參考黃進興，〈「歷史若文學」的在思考──海頓‧懷特與歷史語藝論〉，《新史學》14 卷 3 期(2003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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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如此一來，史學其實也是一種文學。懷特拉近了歷史與文學的距離，而他的理論與方法不但催生

了「敘事式歷史哲學」，也啟發了其他的人文學科，其影響遍及後現代的許多領域，13對於文學史的書

寫也帶來了很大的衝擊。 

 

    綜合上述不難發現，「文學史」的寫作及其概念在現代的發展進程中也是幾經變化的。文學史最早

被廣為接受的型態是以一國一民族為形式的「全稱式」的文學史，這種形式的文學史的書寫往往被看

作是一國或一民族的精神展現，且為了使之成為可能，其寫作形式也必須透過目地論式(teleological)的

大敘事來完成。然而，隨著解構理論的思潮席捲，所謂歷史的本真性、關於語言性質的討論以及大敘

事的被質疑，在在使得文學史的書寫有了相當大的變化。而如此的變化也相當程度地反映在戰後台灣

文學史書寫的軌跡當中。 

 

(二) 追索戰後台灣文學史如何建構的過程 

 

而近年隨著解構理論與敘事學的廣被運用，台灣的學者也開始對於文學史建構展開重新的探討。

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蕭阿勤，他也將前述的理論動向納進作為研究的方法，並在〈台灣文學的本土化

典範：歷史敘事、策略的本質主義與國家權力〉中提出了一個質問：「本土化典範為何在文學領域引起

遠較其他領域嚴重而持續的爭論衝突，以及為何文學領域中的這個議題和民族主義認同政治的關係遠

比其他領域更為密切。」14這個問題在經過了上述對於「文學史如何可能」的基本探討之後，便不難瞭

解蕭阿勤所提出的「歷史敘事」以及民族主義認同政治等問題，其實並不可能僅僅出現在台灣文學史

的書寫當中，這基本上可以說是內含於全稱式──例如「台灣」、「日本」、「中國」或「英國」等等─

─的文學史中的問題，甚至是其所賴以成立的前提條件。這種全稱式的文學史，基本上就是假設了「台

灣」乃作為一個完整而獨立的實體，再加上，由於文學作品與作品之間的關連性本就薄弱，因此，更

是需要借助敘是與情節化，才能夠把互不相干的片段連結在一起，並賦予它們一個具有統一亦一的整

體。 

 

    然而，蕭阿勤所提出來的質疑其實還忽略了另一個更為基本的問題，那便是文學史的也有其歷史

脈絡。我們從前述對於台灣戰後文學史書寫在各階段的對映與變化中可以看見，文學史的詮釋或改寫，

在在都是與當下時代或政治社會環境的對應，誠如克羅齊在 1917 年所說：「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

15而蕭阿勤所取的是歷史的一個切面，因此，很容易得出無前述的結論。也因此，本計畫所念茲在茲的

是進入到歷史的脈絡當中，去考察文學史的寫作究竟是與它當時的時代狀況與條件如何對話？在這樣

的對話當中是否有麼被改寫了？怎樣改寫？它所造成的效應與影響又是甚麼？  

     

                                                 
13 黃進興，〈「歷史若文學」的在思考──海頓‧懷特與歷史語藝論〉，頁 104。 

14 蕭阿勤，〈台灣文學的本土化典範：歷史敘事、策略的本質主義與國家權力〉，《文化研究》創刊號(2005 年 9 月)，頁

99。 

15 貝奈戴托‧克羅齊，《歷史學的理論和實際》，北京：商務印書館，1986 年。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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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果與討論 

 

    本計畫主要是以戰後文學史書寫為主要研究對象，但將考察的時間範圍聚焦於 1945 年至 1987

年之間。而本計畫發現，戰後台灣文學史的建構有其為了因應時代條件與困境而不斷演化過程。以

下則是以三個不同時期，也即「戰後初期」、「五‧六○年代『台灣』文學史書寫」以及「七○年代

的台灣文學史書寫」三個不同階段，來掌握、呈現本計畫對於文學史書寫研究的結果與討論： 

 

(一) 戰後初期 

 

    戰後初期由於政權移轉所帶來的政策與文化氛圍上的變化，在在衝擊著文學的生態，諸如語言的

轉換、一連串的政治與社會動盪，尤其是二二八事件所帶來恐懼，對於日治以來一路發展的「台灣文

學」造成巨大的打擊。儘管如此，「台灣文學」依舊由一群人維繫著一絲命脈。然而，在時代的巨變當

中，「台灣文學」的內涵是甚麼？它的歷史應該如何被闡述？要以怎樣的方式來定位它？等等問題，都

重新被提出來討論，並且，也在不斷的論辯過程當中重新被塑造、重新被導向。最明顯的變化，便是

強調台灣文學的「抗日」與「中國化」的性格。 

 

根據學者林瑞明的研究，戰後有關台灣文學史建構的努力，最早應是王白淵在《台灣新生報》出

版的《台灣年鑑》中的〈文化〉篇目。由王白淵所負責撰寫的〈文化〉當中，包括了文學、新聞、美

術、音樂、演劇與電影等等項目，而「文學」是作為〈文化〉的第一節而共佔了七頁的篇幅，這在當

時可以說是包括從日治時期以來對於台灣新文學的歷史描述得最為詳盡的文章了。在王白淵的文學史

架構中，主要是將台灣新文學的歷史分成兩期：前期是白話文文學，後期是日文文學。在如此的框架

底下，關於白話文學的部份，王白淵強調了中國新文學對於台灣的影響，也因此，其文學歷史的闡述

脈絡便是循著《台灣青年》、《台灣》與《台灣民報》等刊物為開展的線索，並由黃呈聰、黃朝琴以及

許秀湖對於中國白話文的引介與論述開始看起，並進一步將張我軍、賴和、楊雲萍視為文學實踐的先

驅。除了新舊文學論戰，王白淵亦花費相當的篇幅闡述三○年代的文學，從《洪水報》、 《伍人報》、《南

音》以及《台灣戰線》等等都有述及，並且，或許緣於自身曾經是《福爾摩沙》的成員，因而對於「台

灣藝術研究會」的始末與活動有著相當詳盡的描述。此外，對於「台灣文藝聯盟」的集結、《台灣新文

學》的岀刊，以及四○年代之後的《文藝台灣》與《台灣文學》均有全面性的介紹，最後則是以 1943

年 11 月的「台灣決戰文學會議」作為戰前文學史的休止符。 

 

王白淵的文學史書寫應該是日治以來到戰後初期有關漢人一脈的台灣新文學發展的介紹當中最為

完整的一篇文章了，就此意義而言，王白淵在文學史書寫上的地位從未受到重視，非常可惜。而關於

王白淵的文學史書寫有幾點值得注意：首先，王白淵肯定了台灣文學具有「世界文學」的視野，當述

及二○年代末期的文學時他提到：「台灣的文學，已漸由中文轉入日文，更進一步深入大眾，從狹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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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義演進到帶著世界性的文學，其間一直到日本投降前的一、二年……。」16再者，他透過五四對

台灣的影響，而強調了台灣新文學與中國的關係，但也因為如此，王白淵的台灣文學史論述與戰前最

大的不同，是他並不以透過日文寫作的謝春木作為台灣文學實踐的開端，而是以張我軍、賴和以及楊

雲萍為起始。最後，從王白淵的文學史論述中可以看到，他開始強調台灣文學乃是「民族主義文學」

的展現，他提到：「……此等文學團體，均帶著濃厚的民族主義與革命性，而不斷和日本帝國主義，在

思想上文學上鬪爭過來的。」17  

 

    然而，王白淵這成書於 1947 年之前的文章還未大量記入「抗日」與「中國化」的論述，而是到了

二二八事件之後的「橋」副刊論爭，文學史的「民族敘事」才被一再地強化、擴大，甚至在後來被加

以定型。但無論如何，文學史中之所以出現大量的「民族敘事」，畢竟有其不得不然的社會背景存在。

也就是說，戰後初期台灣人(此時普遍的說法是「本省人」)在文化上所面臨的困境是，他們在日治時期

所被動接受的「皇民化」或「日本化」，到了戰後卻變成了「奴化」。「台灣人奴化論」在戰後初期的公

共論述中大量浮現、蔓延，而終究引來本省論者對自己的辯護。對於奴化論的反擊，本省論者除了以

「台灣在過去雖然受日本的殖民統治，但也因此接受了高度的資本主義文明與現代化」作為反擊之外，

在文學方面，也可以看到台灣論者們對於自身過去的文學活動展開了回顧式的再詮釋，同時也藉此投

射未來的文學想像。這些論述多是集中在《台灣新生報》的「橋」副刊上，也即構成史稱「橋副刊論

爭」的重要主題之一。 

 

    一般研究者多是將歐陽明的〈台灣新文學的建設〉視為「橋」副刊論爭的開端，而這篇文章主要

是藉由回顧台灣文學的過去而定位現在，並以此作為未來的展望，因此，本身便蘊含有文學史書寫的

企圖。歐陽明對於戰前台灣文學的歷史回顧，主要是強調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學具有強烈的「抗日」與

「中國化」傾向，他提到：「台灣文學運動與台灣反日民族解放運動是分不開的。因為反日民族解放鬥

爭是適著廣大台胞的要求，台灣文學歷史的發展就是由這樣的鬥爭而來的。」18在這裡，台灣新文學運

動被定位為抗日解放運動的一環，並且，文學的抗日也被描述為來自於「廣大台胞」的心聲。不僅如

此，歐陽明更還強調了台灣新文學與中國的連結：「台灣文學的第二階段，是一個新舊興替的扭轉期，

是一個台灣的『五四』新文學運動……同時也受祖國新文學運動的影響和刺激，因而以新文學革命的

姿態去批評揚棄了過期的台灣舊的民族文學，加以新的發展……。」19換句話說，歐陽明透過台灣新文

學運動與五四運動的連結，而強化了台灣文學與中國的關係，並藉此將台灣文學的發展置於中國文學

的發展脈絡之中。明顯可見的是，歐陽明的〈台灣新文學的建設〉大量嵌進民族的敘事，並將民族抵

抗、反帝反封建以及人民大眾當作是台灣新文學的核心。 

 

                                                 
16 王白淵，〈第十七章 文化〉，《台灣年鑑》(台北：台灣新生報社，1947 年)，頁 1。 

17 王白淵，〈第十七章 文化〉，《台灣年鑑》，頁 1。 

18 歐陽明，〈台灣新文學的建設〉，《新生報》「橋」副刊(1947 年 11 月 7 日)，收於曾健民編《1947-1949 台灣文學問題

論議集》(以下簡稱《論議集》)，頁 33。粗體為筆者所加。 

19 歐陽明，〈台灣新文學的建設〉，頁 34。粗體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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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陽明的說法很快的也獲得了其他作家的呼應，如楊逵在「橋」副刊上發表〈如何建立台灣新文

學〉中提到：「那時候，文學卻曾擔任著民族解放鬥爭的任務的，它在喚醒台灣人民的民族意識上，確

實有過一番成就」。20而林曙光同樣也在「橋」副刊發表了〈台灣文學的過去、現在與將來〉，從文章篇

名來看，頗有沿襲島田謹二的意味，21但內容卻是一方面認為台灣文學在過去沒有太大的成就，而另一

方面則是肯定它「是台灣人民對日本統治的榨取與剝削堅持反抗的表現」(67)；此外，葉石濤在〈一九

四一年以後的台灣文學〉一文中，開頭便是揭舉：「由於過去台灣殖民經濟所決定命運的台灣文學，在

抗日反帝的現實的鬥爭中，所產生的作品，樹立了中國文學發展的傳統性……。」22一樣的，葉石濤對

於戰前台灣文學的回顧，也是基於「抗日反帝」與「中國化」的大框架下而來進行論述。大抵而言，

在「橋」副刊論爭中儘管對於台灣文學的詮釋稍有不同，但基本上大多是將台灣文學視為「抗日」的

產物，並強調其與中國文化的傳承關係。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以「民族抵抗」或「中國化」的敘事在戰前是不存在的。黃得時在 1943

年發表的〈台灣文學史序說〉中雖然強調政治對台灣文學的發展有所影響，但他也提到：「雖有不少吐

露這種對於民族與政治上的不平與不滿，但是我們也不要忘了，超越民族意識而欣然協力於新統治者

的作品，也是佔據多數的。」23而《福爾摩沙》中的蘇維熊則說得更加露骨：「我斗膽說出事實──不

管受到其他甚麼民族的統治，漢民族以及台灣人似乎都毫不在乎。他們只期望有個能保障自己一家生

命財產的政府，誰是統治者都無所謂。」24日治時期並不熱中以「抗日」或「抵抗」詮釋台灣文學當然

有其被殖民而無法公開言明的政治背景，但無論如何，台灣文學的「抗日」與「中國化」敘事，毫無

疑問乃是戰後初期的產物，它的發生有其大時代的背景因素，也即台灣人為了表明自身並非盲目接受

日本所謂的「奴化」統治而作的自我辯解。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戰後初期影響文學史敘事的，還有來

自於當時頗為流行的毛澤東論述。毛澤東曾於《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1939 年)與《新民主主義論》

(1940 年)的一些重要文章中提出了近代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到：

「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統一戰線的文化。」25

也即，他將「反帝反封建」視為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主題，並且在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完成後，國家的

現代化事業才得以順利發展。而毛澤東的論述也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影響了戰後初期台灣文學史的詮

釋，他以五四作為新舊文化的界限，結合馬克斯主義與五四運動，並將民族抵抗、反帝反封建以及人

                                                 
20 楊逵，〈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新生報》「橋」副刊(1948 年 3 月 29 日)，收於《1947-1949 台灣文學問題論議集》，

頁 43。 

21 島田謹二曾在 1941 年發表台灣的文學相關歷史〈臺灣の文學的過現未〉（臺灣文學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於《文藝台

灣》2 卷 2 號之上。 

22 葉石濤，〈一九四一年以後的台灣文學〉，《新生報》「橋」副刊(1948 年 4 月 16 日)，收於《1947-1949 台灣文學問題

論議集》，頁 73。 

23 黃得時，〈台灣文學史序說〉，《台灣文學》3 卷 3 號(1943 年 7 月)，頁 4。 

24 蘇維熊，〈試論台灣歌謠〉，《フォルモサ》創刊號(1933 年 6 月)，收於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評論集》第一

冊(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 年)，頁 64-65。 

25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收於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著，《毛澤東選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年)，頁 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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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大眾視為中國新文學的極其重要的構成要素。而這樣的說法可以在歐陽明、楊逵、林曙光、葉石濤

那裏都可以看到類似的論述。儘管如此的論述在冷戰與反共正熾的五、六○年代一時之間銷聲匿跡，

但到了七○年代，則又隨左翼的悄然復甦，便又再度成為詮釋日治時期台灣文學史的重要依據。 

 

    綜上所述，戰後初期，國族的疆界與族群的歸屬重新劃定，「日本統治」成了不堪回首的記憶。但

在一開始的時候，以「民族敘事」作為文學史書寫的詮釋角度尚未成形，直到二二八事變之後的「橋」

副刊論爭，才越發明確。而「橋」副刊論述中對於台灣文學的回顧，最為顯著的特徵便是對於「抗日」

與「中國化」的強調，也因此，在如此的框架底下，台灣文學史的內容重新被詮釋，疆界與歸屬也重

新被改寫。在這條史觀的視線底下，台灣文學在戰前既然已是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分支，那麼，戰後重

回祖國懷抱之後便自然而然地與祖國中國文學合流，而無需另立「台灣文學」的範疇了。當然，這意

味的同時也是，日治時期所習以為常的「台灣文學」稱呼，至此便沒有另立名目的必要，因此，「鄉土

文學」──也即大範圍的中國底下的台灣鄉土──便取代原來的「台灣文學」稱呼。此外，更值得注

意的是，台灣文學與「世界」的關係也隨著歷史框架的調整而有所變化。例如，在島田謹二的台灣文

學史敘述中，台灣被放置在海洋的、殖民的觀點之中，因此，它的參照系除了文化母國的中國之外，

更還有殖民母國的日本，以及西方透過海外殖民地的擴展與全球化的足跡所帶來的影響；然而，戰後

與中國合流之後，台灣文學被視為中國文學的一支流，其參照系從此以「中國」為仰望，所謂「世界」

的視野，便悄然退去。 

 

(二) 五、六○年代「台灣」文學史書寫 

     

    時序進入五○年代之後，隨著兩岸分治，「台灣」被「中國」所取代，並且在很大的程度上被剝去

其文化與歷史的意義，而較多是作為「地名」的指涉而存在。同時也在如此的氛圍底下，「台灣文學」

的歷史也鮮少有人觸及、甚至被淡忘。大抵而言，五○到六○年代關於台灣的文學歷史書寫，與戰後

初期一樣，多是出自於戰前曾經參與文學活動的少數作家們的回顧文章，例如王詩琅、廖毓文、葉石

濤與黃得時等人。這當中，王詩琅大概是發表最多相關記述的一位作家，他先後寫過〈半世紀來的台

灣新文學運動〉(1951 年)、〈台灣文藝作家協會──台、日文藝工作者首次的攜手〉(1954 年)、〈「台灣

新文學雜誌始末」〉(1954 年)、〈思想鼎立時期的雜誌〉(1954 年)、〈台灣新文學運動與大陸〉(1959 年)、

〈日據時代的台灣文學〉(1964 年)等等，並且也曾在擔任《台北文物》主編時，策劃了兩期的「北部

新文學‧新劇運動專號」，但後來卻遭到查禁。無論如何，王詩琅在這段艱困的歲月中所撰寫的文章，

都為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學歷史留下珍貴的紀錄。 

 

然而，王詩琅是採取怎樣的架構來撰寫文學史的呢？若以〈日據時期的台灣新文學〉為例觀察，

我們可以看到他反覆強調：「日據時期的台灣新文學是台灣新文化運動的一部份，而台灣新文化運動則

是當時反日民族運動的一分支隊伍。」26並且，當他確認台灣文學當下的位置與未來展望時則是提到：

「循著中國文學的路線，建設台灣『地方文學』，建設台灣『鄉土文學』。」換句話說，王詩琅對於台

                                                 
26 王詩琅，〈日據時期的台灣新文學〉，《台灣文藝》第 3 期(1964 年 6 月)，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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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文學史的詮釋也大抵不脫「抗日」與「中國化」兩條主軸，基本上可以說是延續「橋」副刊所確立

下來的基調。 

 

但是，進入六○年代之後的葉石濤文學史書寫就耐人尋味了。葉石濤在 1965 年發表了〈台灣鄉土

文學〉，相較於 1948 年〈一九四一年以後的台灣文學〉中所描述的侷促一隅的、受到殖民者控制因此

蒼白貧血的台灣文學，在 1965 年這一篇文章當中，卻以不同的情感與敘述方式而以殊異的面貌出現。

不僅如此，另外一個顯著的改變則是，1965 年所謂的「鄉土文學」，隱含的雖然是「中國文學」底下

的「鄉土文學」之意，但指涉的其實也就是「台灣文學」。葉石濤在〈台灣鄉土文學〉開篇就提到：：

「我渴望著蒼天賜我這麼一個能力，能夠把本省籍作家的生平、作品，有系統的加以整理，寫成一部

鄉土文學史。」27接著，葉石濤也提及戰前黃得時對於撰寫台灣文學史的努力，並特別點出他仿效泰納

《英國文學史》中以三大原則──風土、種族、歷史──作為文學史的動力。但葉石濤也提到黃得時

的文學史書寫僅止於舊文學而少了新文學，言下之意，葉石濤的企圖乃是在於承襲黃得時的未竟志業，

而繼續完成更為完整的台灣文學史的撰寫。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葉石濤的文學史開展架構卻不是順著嚴謹的時間而下，換句話說，他既非

如其他的史撰者一樣是以報紙刊物作為時間的開展，也非以文學社團的活動作為發展的軌跡，而是偏

向於對個別作家的評述。因此葉石濤在歷史時間的開展上，僅是大略地將作家分成「戰前派」、「戰中

派」與「戰後派」三大類。也就是說，葉石濤所設定的「時間」，與一般以 1945 年第二次大戰的終結

為分界的概念有所不同，而是以 1937 年的「中日戰爭」為區隔，因此，葉石濤所謂的「戰前派」，是

指 1920 年代到 1937 年的期間，「戰中派」為 1937-1945，而「戰後派」則是 1945 到 1960 年代文學史

的書寫時點。28並且，除了時間的設定與一般有所不同之外，葉石濤更以賴和為台灣文學史的開端人物，

這與戰後初期以來因為強調台灣新文學運動與五四的關係而大抵是將張我軍視為新文學的開端相當不

同，但這多少也突顯了葉石濤對於台灣文學史有著不同的想像，而他的這種與眾不同處，也在後來的

文學史書寫中更加明顯地呈現出來。 

 

儘管如此，葉石濤仍然不忘將五四運動視為台灣文學的源頭，只不過，與王白淵類似的概念是，

葉石濤在五四的影響之外，也將「世界」的視野納了進來。例如他在述及戰前的作家時提到：「從這一

群『戰前派』的作品中，我們不難發現五四運動以來的祖國文藝思潮的深刻影響，以及日本歐美文學

所影響的蛛絲馬跡。」29除了肯定戰前台灣文學的多元影響之外，葉石濤也不再像〈一九四一年以後的

台灣文學〉那樣將過去的殖民歷史看作是負面的因素，也不將亞熱帶的風土視為地理上的限制，反而

                                                 
27 葉石濤，〈台灣鄉土文學史〉，《文星》第 97 期(1965 年 11 月)，收於《葉石濤作家論集》(高雄：三信出版社，1973

年)，頁 1。 

28 葉石濤所謂的戰前派作家包括：賴和、楊逵、張文環、龍瑛宗、呂赫若、吳濁流、楊雲萍、王錦江(王詩琅)、黃得時、

王白淵、張深切、徐坤泉等等；戰中派為：陳火泉、王昶雄龍瑛宗、葉石濤等等；戰後派則有：楊逵、鍾理和、鍾肇政、

林鍾隆、鄭清文、林海音、季季、林懷民、文心、張彥勳、魏畹枝、黃娟、鍾鐵民、「笠」詩社等等，以及從事台灣文學

翻譯的張冬芳、林曙光、龔書森等人。 

29 葉石濤，〈台灣鄉土文學史〉，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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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之作為有待深掘的「個體特殊性」的豐富材料，而這無疑正是他開始挖掘「台灣特殊性」所跨出去

的重要起步。葉石濤提到： 

 

由於本省過去特殊的歷史背景，亞熱帶颱風圈內的風土，日本人留下來的語言和文化的痕跡，

同大陸隔開，在孤立的狀態下所形成的風俗習慣等，並不完全和大陸一樣，生為作家不就是豐富

的題材嗎？能發覺這些特質，深掘個體的特殊性，我認為可以給我們中國的文學添加更廣的領域。

30 

 

對葉石濤而言，「個體」的風土與歷史條件，是邁向「更大世界」裡去的基礎，這個戰前其實相當

普遍的說法，在戰後消失了一段時間之後，於此再度復活。而這裡所呈顯的正是，戰後的文學史書寫

終於在葉石濤這裡，有了一個重要的「結點」，透過這個「結點」，戰前與戰後終於有了更為明確的傳

承與延續。總的來說，葉石濤試圖在中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外，強調台灣更還有著來自其他多元影

響的來源，而這正是建構台灣特殊性的基礎。 

 

(三) 七○年代的台灣文學史書寫 

整個五、六○年代的台灣文學史書寫多是來自於少數「遺老」的回顧性文章。另外，1971 年國民

黨中央黨部中央文藝工作研討會也開始著手編撰《中華民國文藝史》，並於 1975 年正式出版。書中除

了略為提到台灣作家之外，與台灣文學史相關的僅有作為附錄而收於書後的〈台灣光復前的文藝概況〉

與〈大陸淪陷後的文藝概況〉兩個部分，在千頁的篇幅中僅佔 21 頁，算是聊備一格。31儘管如此，七

○年代台灣在政治與社會上的再次震盪，卻也「意外地」帶動了人們對於台灣文學史的關注。 

 

    七○年代才剛剛拉開序幕，台灣╱中華民國便接二連三地面臨了無法挽回的外交困境，1970 年釣

魚台事件、1971 年退出聯合國、1972 年中日斷交，而更壞的情況還在後頭。釣魚台事件源起於美國在

歸還沖繩的同時也打算將釣魚台群島一併交給日本，這種大國之間土地私相授受的作為也引起了海內

外的學生抗議。學生們將大國之間的交易比擬民初「日本對華二十一條無理要求」，並以「五四愛國運

動」自況，這些抗議在在都使得社會內部提高了民族主義的熱度。不僅如此，對岸的中國在 1971 年進

入聯合國之後，台灣╱中華民國政府對外再也難以名正言順地以「正統中國」自居。於是，在如此尷

尬的情況底下，台灣的知識份子們也開始對於「自己究竟是誰」展開探詢。這樣一來，外交挫折再加

上自我╱國族身分認同的危機，促使眾人開始望向自己腳下的土地，而這進一步也催生了七○年代「回

歸鄉土」的熱潮。 

 

「回歸鄉土」的風潮所及，也使得台灣文學的歷史重新受到關注，尤其是 1972 年與日本斷交時，

對於日治時期文學活動的挖掘，一時之間成為追尋「自我認同」的最佳途徑。然而，與五、六○年代

多是由日治時期文學歷史現場人物現身說法有所不同的是，七○年代對於文學史的挖掘與撰寫，已開

                                                 
30 葉石濤，〈台灣鄉土文學史〉，頁 12。粗體為筆者所加。 

31 林瑞明，〈兩種台灣文學史──台灣 VS.中國〉，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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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由戰後世代──也就是從國民黨教育體制之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世代來進行，當中尤其是以陳少廷最

具代表性。陳少廷在 1972 年的《大學雜誌》發表了〈五四與台灣新文學運動〉，後來更是將之擴充而

於 1977 年完成《台灣新文學運動簡史》一書。這是截至當時為止篇幅最長、描寫也最為詳盡的台灣新

文學史著作。然而，它的基本架構以及歷史詮釋又是如何呢？有關於此，陳少廷在書中一開始便提到：

「在日據時代的後半期，台灣文壇曾發生過轟轟烈烈的新文學運動。這個運動，一方面是受到祖國五

四運動的影響，另一方面則是作為抗日民族運動的一個支流。」32不難看出，陳少廷是把台灣文學史放

在戰後初期所定調的「抗日」與「中國化」的框架裡來看待。 

 

進一步，陳少廷認為台灣新文學運動有七大歷史意義，分別是：一、「台灣新文學運動是直接受到

祖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而發生的」；33二、「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姊妹──台灣新劇運動也是民國十二

年由廈門返台的留學生所倡導的」；三、台灣新文學運動與五四運動一樣，也是由語文改革開始，因此，

「後起的臺灣新文學運動，必然要走五四的路子」；四、「台灣新文學運動始終跟抗日的民族運動有密

切的關係，文學作品也均帶有濃厚的抗日色彩」；五、 台灣與中國一樣，在三○年代也都有「誤入歧

途」的左翼出現； 六、台灣新文學運動的蓬勃發展從 1932 年開始，「台灣文藝聯盟」領導了台灣新文

學運動，把富於民族意識的台灣作家與知識份子連結成一個團體，從文學上展開抗日的民族運動；七、 

「台灣新文學運動因台灣光復、重歸祖國懷抱而永遠結束了。」34從陳少廷對於台灣新文學史的歸納與

詮釋，我們看到了一幅與中國新文化運動分不開來的台灣新文學史圖景。這當然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沿

襲了「橋」副刊論戰以來所定調的「抗日」與「中國化」歷史詮釋方式，而其七大歷史意義也都是緊

扣著這兩大主題被建構。而另一方面我們也不難看出，這種「抗日」與「中國化」一再地被反覆強調

了二十年之後，不但早已深入戰後世代的年輕人的想法之中，同時也成為詮釋台灣文學史的典型模式。

但是，換句話說，在七○年代民族主義氣氛正熾的時刻，或許也只能透過這種「民族敘事」的方式，

才有機會將台灣文學史「前景化」。 

 

沉寂已久的台灣文學在中日斷交的時刻裡重新被提起，並且在相當的程度上被視為抗日的民族寓

言而受到青睞。但這同時也意味著，此時重新被挖掘並受到矚目的，也往往是那些對於日本殖民統治

有著明顯批判意識的作品，於是，這無形當中也「限制」了文學史構成的內涵與屬性。而同樣在民族

熱潮的氣氛底下對於台灣文學歷史所投予的關注，除了前述以「歷史書寫」的型態出現之外，還有另

一種是以「文學評論」的方式出現。如前所述，文學史的寫作除了必須具備某種特定的歷史意識之外，

它本身還必須兼顧有文學批評的方法與視野。而七○年代的此時，同樣致力於台灣文學史探索的戰後

世代還有林載爵，他在〈台灣文學的兩種精神——楊逵與鐘理和之比較〉一文中，除了對台灣新文學

的運動進行回顧之外，進一步也以楊逵與鍾理和作為台灣文學──進而是台灣人──的兩種典型的代

表。林載爵認為，雖然楊逵在作品中著力於刻畫帝國的剝削與政治的迫害，但卻從來都不曾失去他對

社會改革的樂觀期待，而在他筆下的知識份子總是有著一份剛毅的理想性，是抵抗殖民統治並引起社

                                                 
32 陳少廷，《台灣新文學運動簡史》，台北：聯經，1977 年。頁 1。 

33 陳少廷，《台灣新文學運動簡史》，頁 162。 

34 陳少廷，《台灣新文學運動簡史》，頁 162-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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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變革不可或缺的內在動力。而相對於楊逵，鍾理和所代表的則是「默默承担的隱忍精神」，鍾理和筆

下所塑造的是在無窮苦難底下依舊保持剛毅與容忍的民族形象，是絕境求生的悲壯靈魂。於是，林載

爵在楊逵的「抗議」與鍾理和的「隱忍」中找到台灣文學的母體及歷史的泉源。35從這裡我們也看到一

股動向，也即透過文學史的重新詮釋，而找出民族的精神與靈魂，而這是我們必須注意的文學史相關

書寫的另一種典型。 

 

而七○年代台灣文學史書寫的重要事件，應是葉石濤在鄉土論戰期間所發表的〈台灣鄉土文學史

導論〉，就後續的發展而言，這篇文章的意義十分重大。早在 1965 年時，葉石濤已透露出他繼承黃得

時未竟之文學史書寫企圖，但或許限於資料尚不齊備，而僅以戰前而至戰後的代表性作家為主要敘述，

且無明顯的系統性時間作為開展的框架，也無足以將歷史紛雜事件串聯成一個統一體的史觀。但十三

年之後的〈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不但以更深遠並且更有系統的時間縱軸呈現出文學史各個階段的發

展，更重要的是，葉石濤明顯地已經摸索出將那些散亂在歷史之流裡各自未必有所關聯的文學事件以

統一的歷史目地與意識的論述與方法，而這可以說是葉石濤對於後續的文學史發展最具影響力的重要

因素。為了更加明瞭葉石濤文學史書寫的內部結構其特殊之處，我們必須從以下幾個方向來逐一分析

與探討：也即觀察他如何設想其推動歷史的動力、時間的開展以及將那些紛雜的文學作品／作家統一

起來的目的意識。 

 

因此，這裡首先要問的是，葉石濤據以作為推動臺灣文學前進的歷史動力究竟是甚麼？那個讓抽

象而空洞的時間取得統一目的的意識又是甚麼？有關於此，葉石濤繼承了黃得時所挪用的泰納三大原

則，也即以「種族」、「風土」與「歷史」作為台灣文學的建構元素，他提到： 

 

因此，當我們回顧台灣鄉土文學史的時候，我們不得不考慮到它的根源以及特殊的種族、風

土、歷史等的多元性因素。毫無疑問，這種多元性因素也給台灣鄉土文學帶來跟大陸不同的濃烈

色彩，樸實的風格、豐富的素材，以及海中島嶼特有的，來自遙遠國土的，像黑潮一樣洶湧地流

進來的嶄新異國思潮影響。36 

 

泰納在《英國文學史》(Histoire de la Litérature Anglaise, 1864)中，將文學視為種族(la race)、環境(le 

milieu)與時代(le moment)交互作用下的產物。他認為，所有的事物無論精神或物質都可以解釋，而其

產生、發展與演變也都有規律可循。37因此，泰納提出「種族─環境─時代」之說，是意圖將科學實證

的方法導入文學與藝術的領域，藉以合理闡明文學與藝術的各種現象，並取代過去由個人對作品所進

行的印象式主觀批評。而泰納的三大原則著重的，也就是將文學作品視為集體的產物，也就是民族精

神的遺產，並且是受到環境與時代的作用所形成。這種從「民族」與「集體」的角度看待文學史的方

法對於新興的民族國家當然有著巨大的魅力，因此，除了西方國家之外，更還遠播東亞，日本在明治

                                                 
35 林載爵，〈台灣文學的兩種精神－楊逵與鍾理和之比較〉，《中外文學》第 2 卷第 7 期(1973 年 12 月)，頁 4-20。 

36 葉石濤，〈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讀〉，收於《鄉土文學討論集》，頁 71。粗體為筆者所加。 

37 Hippolyte Taine 著，傅雷譯，《藝術哲學》(台中：好讀出版，2004)，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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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英國文學史》便已有英譯本而在知識圈裡流通。並且，透過日本的中介也很快地傳入中國，諸

如周作人等重要的文學者與批評家，也都受此三大原則的影響。因此，當葉石濤選擇了泰納的三大法

則作為推動文學史的動力時，換句話說，當他選擇「種族」、「風土」與「歷史」作為文學史的基本框

架時，便已將「台灣」設想為一個據有民族或種族意義的統一實體了。進一步，葉石濤更將臺灣人(種

族)在台灣這塊土地上(風土)經過長年的環境搏鬥而凝聚、留下來的精神，命名為「台灣意識」，並且，

也正是這「台灣意識」，催生了台灣的文學並且賦予臺灣文學發展的獨特性。葉石濤將「台灣意識」與

三大原則進行了如下的演繹： 

 

所謂「台灣意識」——即居住在台灣的中國人的共通經驗，不外乎是被殖民的、受壓迫的共同經

驗；換言之，在台灣鄉土文學上所反映出來的，一定是「反帝、反封建」的共通經驗以及篳路藍

縷以啟山林的，跟大自然搏鬥的共通記錄，而絕不是站在統治者意識上所寫出來的，背叛廣大人

民意願的任何作品。38 

 

首先，「台灣意識」是由一群「居住在台灣的中國人」(種族)與「大自然搏鬥、篳路藍縷以啟山林」

(環境)所凝聚的共通精神。而這種與環境的搏鬥，更還包括「被殖民、被壓迫」時所激起的「反帝、反

封建」的集體行動。這種集體的行動進而形塑台灣文學的主軸，並且，反映在文學創作上的，也就是

台灣作家們將這種內化的抗爭精神形鑠於外的過程。不僅如此，葉石濤更將這種「博鬥」與「反抗」

的經驗集體化、內化甚至是本質化於台灣作家們的寫作之中，也因此，他強調：「民族的抗爭經驗猶如

那遺傳基因，鏤刻在每一個作家的腦細胞裡，左右了他的創造性活動。」39正是緣於其以「殖民壓迫」

與「抗爭」為歷史發展動因，因此，葉石濤的歷史起點便必須從外來殖民統治的「荷蘭殖民時代」開

始說起，而至「清末到日本領台的時代」作為結束。而這一條時間的縱軸，也形成了葉石濤的歷史時

間的開展。而這其實與島田謹二也是將外來殖民勢力作為台灣歷史的起點呈現一體的兩面性：對島田

謹二而言，外來的殖民勢力開啟了台灣島內的文明進程；對葉石濤來說，殖民統治帶來台灣人的反抗

的覺醒與行動，因而有「台灣意識」的凝聚。 

 

如前所述，戰後初期為了否認「台人奴化」的說法，台灣的文學史被賦予了「抵抗 (民族抵抗)」

與「中國化」的內容，僅管在戰後的最早期沒有度過的強調，但經過了「橋」副刊的論爭之後，則從

此定調成為台灣文學史的特性。尤其在七○年代的初始，一方面緣於「外患」所激起的民族主義熱潮，

另一方面也與左派思想的悄然崛起有關，台灣文學再度因「抗日」而獲得了來自左右兩翼關愛的眼神。

在這當中，曾經繫獄 12 年而遭人遺忘的楊逵，從剛出獄投稿屢被拒絕，到了七○年代中期之後，轉而

被當作朝聖的對象，40如此的人生轉折而多少也反映出台灣文學在戰後從被否定、歧視而至被再發現的

坎坷遭遇，這同時也如實地道出從「抵抗」與「民族抗爭」角度來詮釋台灣文學史是具有多麼大的符

號功能。因此，比起強調台灣文學的「世界性」面向，「抵抗外來的強權與宰制」在當時毋寧是更加具

                                                 
38 葉石濤，〈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讀〉，《夏潮》14 期(1977 年 5 月)，收於《鄉土文學討論集》，頁 73。 

39 葉石濤，〈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讀〉，頁 77。粗體為筆者所加。 

40 林梵，〈楊逵畫像——前言  一個老作家再臨文壇〉，原載《仙人掌》第 3 號(1977 年 5 月)，頁 235-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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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吸引力的，而以這種方式詮釋台灣文學史的方式，基本上也就定型了下來，甚至後來即使從「後殖

民」吸取理論資源，也大抵是循著「民族抵抗」作為基調而展開。 

 

綜觀七○年代中、後期關於台灣文學史方面的著述越來越豐富，由原本對於歷史的片段論述而進

展到更有系統的整理。除了中期之前便已受到矚目的楊逵、鍾理和與吳濁流之外，後期還有更多日治

時期的作家們陸續「出土」，如葉榮鐘、吳新榮、張深切、張文環、葉石濤、吳瀛濤、王詩琅等活躍於

戰前文壇的作家們都已經有了著作集的整理發行，而《日據下台灣新文學》 (共五冊，1979 年 3 月)

以及《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 (共八冊，1979 年 7 月) 則是更完整地呈現了台灣戰前的文學樣貌，而

收錄於《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由林瑞明所編的〈日據時期台灣小說年表〉，更是第一次對戰前台灣文

學歷史進行編年體式的整理，41所有這些都使得台灣文學本身的發展輪廓有了更為清晰而具體的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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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代台灣文學史 

林巾力 

        1970 年代在台灣文學的歷史上有著特殊的意義。首先，國際局勢的變動使得台灣在政治與文

化的認同上起了微妙的轉變；再者，台灣因工商業的快速發展而造成社會內部結構的變化，這些在在

都衝擊著人們的生活、人際互動與世界觀。而擁有敏感心靈的文學創作者，更是無法自外於社會內外

的震盪，他們採取行動，進而徹底改變了文學的走向與美學的定義。 

一、 時代背景 

        七○年代發生了許多衝擊台灣社會的重大事件，諸如：1970 年的釣魚台事件、1971 年台灣退

出聯合國、1972 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北京以及「中日」斷交、1975 年蔣中正病逝、1979 年美國與

中共建交以及美麗島事件。然而，在這一連串動盪的政治事件當中，台灣的經濟也歷經了空前的發展，

若以人均 GDP 來看，從 1970 年的 397 美元躍升至 1979 年的 1950 美元；儘管期間有過兩次石油危機，

但整個七○年代平均每年的經濟成長率高達 10.3 %，42可以說是戰後空前且絕後的十年。 

        如此的十年是以釣魚台事件拉開序幕。此一事件主要源起於美國在歸還琉球時打算將釣魚台

一併交付日本，位處主權歸屬模糊地帶的釣魚台原是一座無人島，但在 1969 年聯合國的報告中指出，

釣魚台附近極可能蘊藏豐富的石油，這使得鄰近的中國、台灣與日本都開始強調自己的領有權，更使

釣魚台的歸還問題顯得分外敏感。此一事件先是引起在美國的台灣與中國留學生的串連示威，不久之

後，也引發了台灣以台大為首的學生抗議行動。台灣的大學生在保釣運動中自主性集結，他們以五四

的口號為標語，並分向美國與日本大使館遞交抗議連署書。雖然抗議行動在政府的壓制下僅維持了三

個月，然其影響巨大，不但升高了學生與知識份子們對於時局的關心，同時也熱絡了有關政治與社會

改革的輿論，校園之間發起了諸如「百萬小時奉獻社會」與「社會服務團」等組織，帶動了青年走向

社會大眾以及發掘民間疾苦的活動。43而保釣運動後來也從原本的自由主義而朝向左傾，由於抗議的對

象是以美、日為首的經濟大國，因此學生們也開始吸收當時正以世界為規模所崛起的左派觀點，並以

第三世界的角度詮釋台灣的處境，而對美國與日本所代表的帝國主義發出不平之鳴。總而言之，保釣

的影響深遠，不僅催生了校園的民主運動、社會意識的高漲以及左派的復甦，並且，以台灣為思考框

架的意識也在其間成形。 

        除了政治的動盪外，經濟的高度發展也帶給台灣社會很大的改變。隨著社會結構從農業轉型

至工商業社會，造成大量人口湧向都市。若就城鄉的人口變化來看，1961 年台北市人口約有 90 萬人，

但是到了 1971 年則是倍增為 180 萬。台灣都市人口比例在 1961 年時約有 40%，而 1976 年時則增至

60.7%，相對的在農村人口方面，1961 年約為 34%，而 1971 年為 30%，1981 年則減少為 24%， 農村

與都市的消長在進入六○年代之後明顯地以快速的腳步持續進行。44也因此，在工業化快速的覆蓋過程

                                                 
42 參考「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http://statdb.dgbas.gov.tw/pxweb/Dialog/NI.asp 

43 參考芝加哥「釣魚快訊」編，《釣運以來台灣的青年人》(香港：七十年代雜誌社，1974 年)。 

44 孫清山，〈第三章 戰後台灣都市之成長與體系〉，收於《台灣的都市社會》(台北：巨流出版社，1997 年)，頁 64-103。 

附件三 



 27 

中，尤其是鄉村原有的生活秩序遭到了很大的衝擊，因此傳統的人際關係也產生了莫大的變化。凡此

種種反映在七○年代文學上最為醒目的發展，便是「回歸鄉土、回歸現實」的風潮。這股回歸鄉土與

現實的風潮，一方面是將關注的焦點從「西方」轉移至此時此地的「中國」(即台灣)，另一方面則是重

新凝視那點滴流失於工業發展中的鄉土文化。 

        整體而言，七○年代的鄉土風潮是一個廣泛的現象，它不僅僅發生於文學場域，更是在文化、

藝術與學術等方面大放異彩。發生於七○年代文學與文化場域的重要事件，大抵可舉現代詩論戰、鄉

土風潮的崛起以及鄉土論戰，以下分別敘述之。 

二、現代詩論戰 

        發生於七○年代初期的現代詩論戰被認為是文學「回歸現實」浪潮的先鋒，同時也被視為日

後鄉土論戰的前哨。它的發生，雖大抵可歸因於外交受挫所造成的民族意識高漲，但若從文學本身的

發展來看，不難發現，崛起於五○年代中期的現代主義在六○年代初期開始取得了文學的合法地位之

後，現代主義陣營──尤其是現代詩──的自身內部也開始出現不滿與反省的聲音。並且，在其他文

藝動向諸如音樂與歌謠採集等等的影響下，文壇中也開始出現將現代主義技巧融合於本土現實的思

考。詩人與作家們對於現代主義的反省，深深地關連到下一個文學階段的發展方向，而現代詩論戰正

是匯集了這文學前後世代的各方意見。 

        關於現代詩論戰的時間界定，一般是將關傑明於 1972 年 2 月所發表的〈中國現代詩人的困境〉

視為起點，而以 1974 年 7 月《創世紀》37 期的「詩論專號」的討論為終點。45而論戰發生的場域則包

括了《中外文學》、《文季》與《龍族評論專號》等在內的許多當時較廣受注目的文學雜誌。如前所述，

關傑明是開啟論戰爭端的人物，他先後在《中國時報》發表〈中國現代詩的困境〉(1972 年 2 月)與〈中

國現代詩的幻境〉(1972 年 9 月)，文中指出，自五四運動以來，所有範疇的文學莫不以西方為典範，

因而順手也將中國的傳統一併拆除，但這過程中所出現的，不過是硬生生地將歐美進口的東西拼湊起

來的作品而已。關傑明的批判主要在於指出，現代詩已在朋黨狹隘的小圈中因「西化」而導致「傳統」

的喪失。儘管對現代主義的反省從六○年代以來便時有所聞，但由於關傑明身在海外，又有西洋文學

的學術背景，因此發表在報上的言論自然較容易引起討論。46無論如何，關傑明的發言引起了文壇上的

許多回應，也開啟了新一波的反省。  

        然而，「傳統」到底是甚麼？關傑明似乎只是將之作為一個不證自明的概念，而無深入的討論。

關於這個問題，則由周寧的〈一些觀念的澄清〉進行持續的思考。這篇文章之所以有其代表性，首先

因為它是發表在現代主義文學大本營《現代文學》之上，再者，文中所觸及到的正是當時創作者們所

迷惑且關注的問題，那就是如何從現代文學的內部來思索「自我」與「傳統」的關係。周寧指出： 

傳統經由「我」而成為「現代」，並且民族的未來便將再由「我」往前延續下去。這整個民族歷史

發展的潮流就像一條河流一樣，真正的自覺者便會瞭解自己是站在其中，且確切地預知其流向。47 

         

                                                 
45 有關「現代詩論戰」的時間起訖的討論參考陳瀅州，《七○年代以降現代詩論戰之話語運作》，頁 16-17。 

46 陳芳明，〈檢討民國六十二年的詩評〉，《中外文學》3 卷 1 期(1974 年 6 月)，頁 33。  

47 周寧，〈一些觀念的澄清〉，《現代文學》47 期(1972 年 6 月)，頁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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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寧援用詩人艾略特(T.S. Eliot)關於「傳統」的詮釋，來試圖修補在現代詩發展過程中已呈決裂狀態的

「自我╱民族」與「現代╱傳統」等關係。艾略特在其著名的〈傳統和個人的才能〉(“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中提到，歷史的意識使得一個作家不僅深切地感覺到自己所處的那個時代，同時也感

受到從荷馬以來的整個歐洲文學與自國文學的整體，而正是這兩種不同的時間面向構成了當下同時並

存的秩序。48以此為詮釋，所謂的「傳統」，便不再是固定或僵死的亡靈，而成為不斷與「當下」的合

流中生生不息的有機物。於是，周寧藉此指出，所謂文學的傳統，不僅僅是那些存在於作品中可見的

形式、規範或技巧而已，更還是一種「意識」，是一種不斷變化與發展的心靈。 

        周寧對於「傳統」的詮釋尤其在那些受過西方文學思潮影響的知識份子之間是相當具有代表

性的，也就是在面對「傳統」與「現代」的問題時，並非主張回到過去把「傳統」原封不動地撿拾回

來，也不是將「傳統」視為固定不變的本質性存在，而是將「傳統」置入個人的「心理時間」，令歷史

意識的共時性存在於個人的生活與創作之中。而這種將「傳統」解釋為「活的有機物」的看法，也成

為台灣七○年代以來一個顯著的文化趨勢，它的影響之一，是啟發人們進入到「民間」，從常民的日常

生活去尋找生機勃勃的「傳統」，並以之作為文學的靈感與題材，進而創造嶄新的文學。 

        此外，在七○年代初期的詩歌轉向中，《龍族》詩刊無疑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們強調自己

是「新的一代新的精神」，他們要把握的是「此時此地的中國」，他們以「世俗化」為理想，他們的詩

所要表現的是「明朗的風格」。《龍族》關於「世代」、「此時此地」、「世俗化」與「明朗風格」的強調，

可以看作是對現代主義詩歌的反動。而這些主張的具體實踐，便是以日常語言入詩，其目的，不外乎

是擺脫現代詩艱澀難懂的弊病，而期待更多讀者的參與。因此，現代詩論戰期間，《龍族》在評論專號

上特別將「讀者」的面向帶進編輯之中。主編高信疆設計了一份 95 人的訪問記，透過對各階層讀者─

─包括大學教授、各校級學生、主管、工農、主婦、軍人等等──的訪談，藉以了解一般人對詩的看

法。這種編輯設計多少是順應了當時「走入民間」的社會氣氛，也反映了「詩歌應受社會公評」的想

法。同為《龍族》成員之一的詩人陳芳明將之稱為一場關於現代詩的「民意測驗」。49在這裡，文學彷

彿成為「民主」概念的實踐場域。 

        在《龍族》在評論專號眾多的意見當中，余光中的〈現代詩怎麼變〉頗受矚目。余光中從六

○年代以來即被認定屬於現代主義詩人群，但余光中在文章開篇便指出：「台灣的現代詩已經到了應該

變，必須變，不變就活不下去的關頭了。」50他舉出現代詩幾個值得討論的議題：「惡性西化和善性西

化」、「技巧和主題」、「小我和大我」以及「洋和土」。其中，「小我和大我」的議論是針對現代主義的

個人主義傾向而發。余光中指出，六○年代以來詩人所熱中追求的「自我之發掘」，發展到最後已然成

為玄之又玄的遁世之詞，而問題在於，「自我」若只是停留在「一個小我」之上，則其藝術成就不會比

日記、私人書信或夢中囈語來得更有意義。 

此外余光中也指出，六○年代是偏向惡性西化的「洋」，但七○年代已有走向「土」的趨勢，對此，

余光中認為這是一個可喜的變化。而這所謂「土」的概念，在當時也成為余光中文學的靈感來源： 

 

                                                 
48  T.S. Eliot 著，杜國清譯，〈傳統和個人的才能〉，收於《艾略特文學評論選集》(台北：田園，1969 年)，頁 4-5。 

49 陳芳明，〈檢討民國六十二年的詩評〉，《中外文學》3 卷 1 期(1974 年 6 月)，頁 39。 

50  余光中，〈現代詩怎麼變？〉，收於高上秦主編《龍族》第 9 期「評論專號」(1973 年 7 月)，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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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洋腔洋調」，我寧取「土頭土腦」。此地所謂「土」，是指中國感，不是秀逸高雅的古典中

國感，而是實實在在純純真真甚至帶點稚拙的民間中國感。回歸中國有兩條大道。一條是蛻化中

國的古典傳統，以雅為能事；這條路我十年前已經試過，目前不想再走。另一條，是發掘中國的

江湖傳統，也就是嘗試做一個典型的中國人，帶點方頭方腦土裏土氣的味道……。在目前，我想

不出還有什麼比「土」更充實更可愛的東西。51 

 

表面上，余光中談論的是一個「回歸中國」的概念，但他所謂的「中國」卻是耐人尋味的。首先，

他的「中國」並不是指向過去的「古典」或上層的「雅傳統」，而是存在於當下「土裏土氣」的「民間

中國」。因此，余光中的「土」，除了一般所謂「土地」的意涵之外，更指向了一個由「民間」所構成

的空間，那是一個由複數的人民所凝聚的「江湖傳統」。不難看出，七○年代的余光中正試圖擺脫向來

已烙印在他身上的知識菁英形象，而朝向大眾來汲取文學的資源。 

         整體說來，余光中所謂「土」或「江湖傳統」，與周寧的「傳統有機論」多有相通之處，亦

即將「大眾」視為文化活生生的載體，而企圖從「大眾」來尋找那依舊被實踐於日常生活之中的「傳

統」，並在「江湖」潑辣的生命力中尋找可供利用的文學資源。這從「洋」到「土」的轉變，確實是七

○年代台灣文壇最明顯的風向變化。此時，在詩人與作家的文學視野中，「人民」或「大眾」不但可以

是文學創作的取材，同時也是作為消費主體的「讀者」，而語言──接近日常生活的語言或大眾所使用

的語言──則成了這所謂「民間」實踐的重要媒介。 

        在現代詩論戰中，除了前述多是來自於現代主義陣營內部的批判之外，還有一股來勢洶洶的

聲音，當中尤以唐文標的文章最為醒目。他的文章密集地出現於 1972 年末到 1973 年之間，52他的觀點

引起文壇不小的震撼，不僅驚動了文壇重量級人物余光中與顏元叔撰文回應，原本無太大反應的《創

世紀》也抓住唐文標極端的言論展開反擊。53唐文標在〈詩的沒落——台港新詩的歷史批判〉中以「腐

爛的藝術至上」與「都在逃避現實」為港台的現代詩定調。唐文標頻繁地動員了五四文學運動中的二

元對立修辭，以「貴族／平民」或「艱澀／平易」論斷文學。不僅如此，唐文標也以「階級」和「現

實反映」為出發的批評，明顯是吸收了左翼的觀點。左翼文學 1949 年之後在國民黨政府的大力掃蕩下

從台灣消失，直到保釣運動後才透過某些管道諸如留學生等的傳播，再度於台灣發揮影響力。這也意

味著，此時的現代主義所要面對的已不僅僅是來自於「傳統」嚴厲的目光，更還有著「文化霸權」的

嫌疑。總而言之，唐文標對現代詩的批評儘管嚴厲，但也獲得當時文壇相當的共鳴。 

                                                 
51 余光中，〈現代詩怎麼變？〉，頁 13。 

52 唐文標集中於現代詩論戰期間的文章大致有：史君美(唐文標)，〈先檢討我們自己吧〉，《中外文學》1 卷 6 期(1972.11)；

〈什麼時代什麼地方什麼人——論傳統詩與現代詩〉，《龍族評論專號》(1973.7.7)；〈詩的沒落——台港新詩的歷史批判〉，

《文季》1 號(1973.8.15)；〈僵斃的現代詩〉，《中外文學》2 卷 3 期(1973.8)；〈日之夕矣——『平原極目』序〉，《中外

文學》2 卷 4 期(1973.9)。 

53 這些文章包括：顏元叔，〈唐文標事件〉，《中外文學》第 2 卷 5 期(1973.10)，頁 4-8；余光中，〈詩人何罪〉，《中

外文學》2 卷 6 期(1973.11)，頁 4-7；彭瑞金，〈文學的社會參與〉，《中外文學》2 卷 8 期(1974.1)，頁 139-141；陳芳明，

〈檢討民國六十二年的詩評〉《中外文學》3 卷 1 期(1974.6)，頁 31-53。以及《創世紀》37 期(1974.7)中的〈社論：請為中

國詩壇保留一份純淨〉，頁 4-9；辛鬱，〈內省及其他〉，頁 123-126；劉菲，〈揭開唐文標之流的假面具〉，頁 127-129；

黃進蓮，〈批評的墮落——中外文學「僵斃的現代詩」一文的商榷〉，頁 130-136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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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在一般的看法中，七○年台灣文學的走向是重新擺盪到了鄉土與現實，但不容忽略的是，

在經過現代主義洗禮之後的鄉土與現實，已然發展出迥然不於以往的思考向度，而這也在很大的程度

上影響著下一個階段的文學發展。同時也是從這個階段開始，現代詩的創作者一方面活用現代主義的

技巧，另一方面將「大眾」視為文化鮮活的載體，企圖從「大眾」裡來尋找那依舊被實踐於日常生活

之中的「傳統」，從中尋找可供利用的文學靈感與資源，而這也預告了下一階段的現代詩常向更為多元

的發展方向。 

三、鄉土風潮的崛起 

        台灣在七○年代的內外變局，不但激發了人們的民族熱情，同時也升高了社會參與的呼聲，

知識分子開始將關心的觸角伸向農漁村落以及勞工與底層人民。在如此的氛圍底下，文化界也亦掀起

了「回歸鄉土」的熱潮。蔣勳在論戰期間提及七○年代的鄉土風潮時概括說道： 

史惟亮等人的採集民歌，英文「漢聲雜誌」的介紹傳統地方民俗、「雄師美術」的推介洪通、朱

銘和文化造型問題的討論、「藝術家」雜誌的把洪通造成社會新聞、「雲門舞集」的從鄉間請來

祭神舞蹈「八家將」、「文學季刊」王禎和、黃春明、施淑青以地方語言來創作和新起的「夏潮」

雜誌相繼提出鍾理和、楊逵、呂赫若、賴和……的文學作品……，都可歸併到七○年代(有些在

六○年代末期已經開始)「回歸鄉土」這一波波瀾壯闊的文化運動之中。54 

這段文字為我們扼要地描述了鄉土回歸風潮的概況，從中不難看出，盛行於七○年代的鄉土回歸熱潮

是一場廣泛的文化運動，它既包括了對地方民俗的重新發現與改造，也涵蓋了以鄉土為議題的文學創

作，以及對於台灣歷史的深掘等等，其中雖然也可能有著某些懷舊的成分在內，但在很大的程度上，

乃是蘊含了尋求社會正義、建構文化與歷史共同體的企圖。而這股風潮對於台灣文學史的挖掘與重新

出土，意義非凡。以下針對台灣的文學歷史如何被重視並加以重新建構進行闡述。 

        在現代詩論戰期間，台灣的文學與文化界也興起了一股挖掘台灣文學歷史的風潮。這股風潮

的發生與「中日斷交」(1972 年 9 月)有著密切的關聯，日治時期的文學活動此時成為知識份子們藉以

理解當下處境的最佳憑據。戰後以來由於政治上的敏感，有關台灣過去的歷史乃至於日治時期的文學

研究長久被忽視，僅有的文獻也多是來自於日治時期曾經參與文學活動的作家，如王詩琅、葉石濤、

廖毓文、黃得時等人，他們雖曾以「過來人」的身份訴說台灣文學過往的歷史，但他們對台灣歷史的

探索卻不曾真正醞釀形成一股風潮。 

        七○年代之後，受到民族意識與社會關懷所驅使的年輕世代紛紛投入台灣文學史的挖掘，陳

少廷於 1972 年 5 月發表在《大學雜誌》上的〈五四與台灣新文學運動〉，可說是戰後世代探索台灣文

學歷史的先聲。陳少廷在文中對日治時期的新文學運動進行概述，並將之視為五四運動影響下的產物，

是屬於抗日民族動的一環。只不過，陳少廷的文學史觀點基本上還是戰後初期的延續，他提到：「台灣

新文學運動也因台灣光復，重歸祖國而永遠結束了。因為台灣的文學就是中國的文學，所以在有沒有

所謂『台灣文學』可言了。(「鄉土文學」應另當別論)。」55這裡意謂的是，台灣在政治上回歸中國之

後，「台灣文學」的名稱也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充其量只是中國底下的「鄉土」文學。儘管陳少廷的敘

述觀點基本上還是將文學附屬於政治疆域的重新劃定之中，但無論如何，陳少廷畢竟是戰後世代嘗試

                                                 
54 蔣勳，〈起來接受更大的挑戰〉，《仙人掌》第二號(1977 年 4 月)，頁 76。 

55 陳少廷，〈五四與台灣新文學運動〉，《大學雜誌》53 期(1972 年 5 月)，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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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日治文學的先聲，而這個被置入括弧的「鄉土文學」比起充滿政治爭議的「台灣文學」，畢竟還是

有著更多的縫隙可以讓自己勉力維持住一個存在的格局。 

        有關台灣文學史的相關論述，來自於學院的聲音也是頗具影響力的。顏元叔發表於《中外文

學》的〈台灣小說裡的日本經驗〉，被認為是首開台灣文學研究的風氣之先。嚴格來說，顏元叔這篇文

章的目的並不在於挖掘過去的歷史，而是著眼於台灣作家在作品中所流露的對於異族統治的愛恨情

仇。他列舉吳濁流、楊逵、李喬、鍾肇政、葉石濤與林衡道等作家在戰後的作品，並將分析的重點放

在作品中所刻意營造的族群衝突與民族情感之上。顏元叔認為族群經驗，尤其是「台日孽緣的中間地

帶」是台灣文學值得開發的題材，因此他指出：「在我們企圖以文學處理種族關係的時候，也同時得超

越種族主義的界線，這樣我們才能創造有文學價值的文學。」56儘管如此，整體而言顏元叔投向台灣文

學的視線，主要還是從新批評的角度，也就是以考察作品內部的文學性為主要方法，來進入台灣的文

學作品之中。 

        同樣致力於台灣文學史探索的還有林載爵，他的〈台灣文學的兩種精神——楊逵與鐘理和之

比較〉同樣也是發表在《中外文學》上，這篇論文除了對台灣新文學運動進行回顧之外，更以楊逵與

鍾理和作為台灣文學的精神代表。林載爵指出，楊逵在作品中儘管不遺餘力地描繪帝國的剝削、壓榨

與政治迫害等社會黑暗面，卻從不失其對於社會改革的樂觀期待，他讚許楊逵筆下的知識份子比起吳

濁流的徬徨猶疑總是多了一份剛毅的理想性，而這是「來自被統治者在心理上、態度上的自主性改變，

是一種由內而外，由下而上的變革」，57是抵抗殖民統治並引起社會變革不可或缺的內在動力。相對於

楊逵，林載爵則是將鍾理和「默默承担的隱忍精神」視為台灣文學的另一種精神，鍾理和筆下所塑造

的是在無窮苦難底下依舊保持剛毅與容忍的形象，那是一種絕境中求生存的悲壯靈魂。於是，林載爵

在楊逵的「抗議」與鍾理和的「隱忍」中找到台灣文學的母體及精神的泉源。更重要的是，林載爵認

為他們的作品儘管各自反映了台灣不同的精神，但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紮根於鄉土之上，

他們的血肉奔瀉著這塊泥土上的人民的歡樂和痛苦。」58 

        不同於顏元叔較多是專注文本內部的新批評方法，林載爵則是以「鄉土」與「人民」作為觀

看的視角，歷史與時代條件也成了文學評論的重要線索。林載爵於文中呼籲，在面對日治時期的作品

時，不應僅以文字或形式技巧來批評，而必須懷以歷史的同情，深入當時社會的客觀條件來透視作品

中所流露的文學精神。這番話其實也道出了日治時期的作品在戰後一直得不到重視的另一個原因，亦

即，除因其「殖民性格」和「奴化」的負面標籤之外，日治時期以日語創作的作品在戰後也因語言的

隔閡而得不到正面的評價。例如，戰後初期的「橋」副刊論爭當中，即使是對台灣文學抱持善意的作

家們，也不斷指出戰前的作品乃因語言的限制而阻礙了後人對它的認識，進而被強加了諸如文學價值

不高等論斷。而到了五、六○年代，當現代主義與新批評大行其道之時，語言、形式及與技巧被視為

創作的靈魂，而這種以文本的內緣批評為取向的方法，也使得日治文學被認為不具研究與回顧的價值。 

        然而，林載爵的呼籲無疑是開啟了觀看戰前台灣文學的可行方式，這同時也預告了另一種文

學評論方法的可能性，亦即從文本的內緣批評轉向結合歷史、政治甚至是經濟脈絡的外緣批評。新批

                                                 
56 陳少廷，〈五四與台灣新文學運動〉，頁 121。 

57 林載爵，〈台灣文學的兩種精神——楊逵與鐘理和之比較〉，《中外文學》2 卷 7 期(1973 年 12 月)，頁 14。 

58 林載爵，〈台灣文學的兩種精神——楊逵與鐘理和之比較〉，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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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在文學批評中所忽略的歷史與大時代因素，於此成為理解日治文學不可或缺的條件。不過這同時也

意味著，台灣文學之所以重見天日最初是因民族遭逢困境而被重新予以關注，因此也是在以「中國民

族主義」為主要的思考框架底下所衍生而出的一種論述上的需要。簡單說就是，戰後以來被主流勢力

貶抑、排除甚至消失不見的「台灣文學」在七○年代時因為抵抗外來強權與「抗日」(部分來自中日斷

交的衝擊)的需要才又被重新提起。可以說，「台灣文學史」是依附在民族苦難多舛的命運中才得以重

新獲得重視，在當時的情況下，也唯有從中國的民族敘事架構中，「台灣文學」的存在才可能被看見，

也才開始有了「台灣文學」勉為其難的一席之地。 

         此外，在這一波的台灣文學史回顧風潮中，張良澤也首開風氣之先，在大學教授台灣文學的

相關課程，且陸續於《書評書目》、《中華日報》、《中外文學》與《文季》等刊物發表文章，並以「鄉

土文學」為之命名，一時之間造成「台灣鄉土文學」的熱潮。張良澤除了鍾理和研究之外，也編輯了

一系列的「台灣鄉土文學叢刊」，並整理吳濁流、吳新榮、張文環與王詩琅等人的全集。這可說是戰後

第一次針對戰前各個作家所進行的較具規模的研究與整理，在當時史料散佚、老者紛紛凋零的狀況下，

其對於保存與挖掘台灣文學史是很有貢獻的。59 

        台灣文學的出土至七○年代中期已略具雛形，如前所述，七○年代之前的台灣文學史書寫以

回憶性質較多，但到了七○年代則已儼然成了一項民族事業，因此除了《純文學》、《文季》、《大學雜

誌》、《書評書目》或《中外文學》之外，甚至軍方色彩濃厚的《幼獅文藝》與《清溪》等雜誌都陸續

刊載了日治時期的文學作品。對於台灣文學史的挖掘後來繼續由《夏潮》繼續進行，《夏潮》在蘇慶黎

的手中改版(1976 年 7 月)後集結了才出獄的陳映真，也找來了台大哲學系事件中受波及的陳鼓應，以

及當時正致力於研究日治歷史的李南衡、林載爵、林瑞明與梁景峰等人，並集結現實主義的鄉土作家

群們加入《夏潮》的陣營。60改版後的《夏潮》以「社會的」、「鄉土的」、「文藝的」為編輯目標，不但

繼續挖深日據時期的文學歷史，也刊載了以「鄉土」為取向的創作。 

        而《夏潮》有關台灣歷史的挖掘並不只限於文學史，而是更廣泛地涵蓋了政治與經濟等議題，

尤其是殖民體制下的各種抗爭運動是它著力最深的重點。研究者郭紀舟指出，《夏潮》對於歷史的整理

主要是以「抗爭」作為歷史開展的動力。而黃師樵、吳濁流與王詩琅等人以日治遺老的親身經驗所書

寫的各種抗爭運動便十分具有代表性，如黃師樵的〈台灣的農民運動史〉、〈日據時代台灣工人運動史〉、

〈日據時代台灣民眾黨〉以及〈台灣工友總聯盟的工會活動〉等文章不但提供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

並且在論文中強調日治時期的抗日行動乃是包含民族解放與階級運動兩條殊途同歸的路線。另外在台

灣文學史的整理方面，《夏潮》一樣也秉持濃厚的左翼作風而將焦點置於抗爭的主題上，並著重抗爭人

                                                 
59 根據張良澤的《四十五自述》，其在七○年代所進行的台灣文學史相關撰述與整理大致如下：在成大講授台灣文學的課

程，講述有關葉榮鐘、黃春明、楊青矗等作家作品。1973 年暑假，在由台大中文系與中外文學合辦的「暑期文學研究會」

講述鍾理和。之後「台大論壇社」邀張良澤與尉天驄聯席講述「台灣鄉土文學」。在《中外文學》、《文季》、《中華日

報》、《書評書目》發表關於鍾理和的論文，此時鄉土文學已掀起浪潮。在大行出版社編「台灣鄉土文學叢刊」：包括楊

逵《鵝媽媽出嫁》(1975.5)，吳濁流《泥沼中的金鯉魚》(1975.9)，鍾理和《故鄉》(1976.2)，吳新榮《震瀛三錄》(1977.3)，

《吳濁流作品集》(1977.9)，《張文環先生追思錄》(1978.10)以及《王詩琅全集》(1979.6)等等。 

60 根據的郭紀舟的整理，《夏潮》的作者群有：陳映真、王拓、李慶榮、尉天驄、唐文標、齊益壽、楊青矗、王曉波、陳

鼓應、高準、南方朔、蔣勳、詹澈、林瑞明、陳國祥、林載爵、徐代得、潘榮禮、林俊義、胡晴羽、李雙澤與李元貞等人。

參考郭紀舟，《七○年代台灣左翼運動》(台北：海峽學術，1999 年)，頁 75。 



 33 

物的介紹，如呂赫若、賴和、吳濁流、楊華、吳新榮、王白淵、張文環以及張深切等等，且將人物、

作品與歷史進行緊密的連結，藉此勾勒出抗爭主體的歷史能動發展。61而這種結合歷史方法與左翼觀點

的文學評論實踐，可以說是在新批評之外新闢而出一條道路，奠定了往後台灣文學研究方法的基礎，

影響後來的台灣文學研究甚深。 

四、鄉土文學論戰 

        就文學場域來看，七○年代初期以來對於現代主義文學以及西化現象的反省，在經過了「傳

統」以及關於集體「自我」的思索後，逐漸將「鄉土」帶進傳統與自我的思考中，並積極從「地方」

來尋找實質的文化資源，因而這從「洋」到「土」的趨勢是七○年代前半期，也就是在現代詩論戰之

後的最大轉變。而在另一方面，政治與經濟上的鉅變，尤其是台灣在國際地位上的變化，也使得一直

以來淹沒在「中國」的大敘事底下被視而不見的「台灣」本身成為眾人思考的出發點。於是在內、外

趨力的推動下，文學與文化界激起了「鄉土回歸」的風潮，這種將眼光望向傳統、鄉土與地方的關注

表現在許多方面，包括在文學創作上以鄉村或社會底層人物為主題的文學、以「台灣鄉土」為關懷的

歷史挖掘、或對於在現代化的覆蓋下已面臨生存威脅的民俗傳統與生活環境等等的思考，都是這波鄉

土回歸風潮的主題。「鄉土」的發現不僅是關係到過去同時也是展望未來的，可以說，七○年代的「鄉

土回歸」熱潮的真正本質與其說是對「過去」的回歸，毋寧更是為了未來而揭示過去。然而也正因為

如此，「鄉土」成了一個亟待被重構的思想與論述空間。在一片的「鄉土」熱潮中，也當人人都訴說著

「鄉土」的時刻，「鄉土」卻是始終是一個曖昧不明的詞彙，而這也是「鄉土文學論戰」之所以發生的

背景之一。以下將重點放置在各派人馬對於「鄉土」與「鄉土文學」所投射的想像，並進一步考察他

們在這些討論中究竟如何思考文學的功能以及對於大眾的想像等相關議題的看法。 

 

(一) 反帝反資立場 

        如前所述，在現代詩論戰之後，「鄉土」的概念無論在藝文界或是輿論界都已廣被接受，而「回

歸鄉土」的旋風也已然風靡文壇，儘管如此，何謂「鄉土文學」卻似乎沒有被真正的討論過。而首次

將焦點凝聚在「鄉土文學」並投下論戰波紋，則是始於《仙人掌》第二期所推出的「鄉土與現實」專

輯策劃，62許多贊成與反對鄉土文學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意見都已可在此窺知大概，以下分別從贊成派

的代表人物王拓與陳映真的論述看起。 

        首先是王拓的〈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文中提到，「鄉土文學」儘管風靡

於一時，甚至已儼然成為文學的主流，但是關於它的論述卻依舊是一個尚待確立的領域。因此，王拓

試圖為「鄉土文學」提出界定，他認為，所謂的「鄉土文學」應是具有積極的批判意義的，而不僅囿

限於「鄉村文學」或「鄉愁文學」的意涵之中。王拓舉出理想的鄉土文學類型是如吳濁流、楊逵、鍾

理和、鍾肇政以及後起的王禎和與黃春明等作家的作品，而王拓更還指出，為了避免因名詞所帶來的

                                                 
61 郭紀舟，《七○年代台灣左翼運動》，頁 99-115。 

62 在該期的「鄉土文化往何處去」專欄當中刊登了幾位指標性人物的文章，而其對於「鄉土」議題的正反意見亦甚為明顯，

如王拓、蔣勳、石家駒(陳映真)、唐文標、尉天驄、邱坤良，王津平與江漢等人是站在支持鄉土文學的立場，而銀正雄、

朱西甯與沈二白則表達了對於鄉土文學有走向偏鋒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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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混淆，有必要將「鄉土文學」正名為「現實主義文學」。而這所謂的現實主義則是：「正確地反映

社會內部的矛盾，和民眾的心中的悲喜」，也因此王拓進一步主張，文學的發展不但要與當時的社會發

展一致，而文學運動也應該與社會運動相結合。63  

        陳映真則是以「石家駒」之名發表了〈瓦器中的寶貝〉，他在文中指出，包括台灣在內曾經受

過殖民統治的第三世界國家，由於長久以來在文化依賴的習性底下，多少造成了知識份子動輒以外國

語言、服飾、習慣以及商品為誇耀對象，而社會底層則對外來事物表現出既畏懼、又羨慕、同時又忿

恨的複雜情緒，而鄉土文學正是對於這種心態的描寫與反省。陳映真提到，所謂鄉土文學乃是：「描寫

在『現代化』沖激下當前台灣農村中的人的處境及內容的文學」，64因此，鄉土文學是對外來的強勢文

化的檢視與批判，其存在於台灣乃是有必然性的。 

 

(二) 反鄉土陣營 

        另一方面，出現在《仙人掌》「鄉土與現實」專輯上的反對聲音，基本上是以銀正雄與朱西寗

為代表。銀正雄指出近來的鄉土文學隱然有「仇恨、憤怒的皺紋」，因此憂慮左翼文學思維將重返文壇；

而朱西寗則是表達了將台灣作為「鄉土回歸」的去處乃有所不妥，而這兩種意見在後來都延伸成為官

方的主流意見，因此相當具有代表性。 

        在〈墳地裡哪來的鐘聲？〉中銀正雄以王拓的小說作品〈墳地鐘聲〉為討論的切入點，認為

它之所以能夠歸在「鄉土文學」一類，是因為小說所設定的背景是基隆的小漁村，語言夾雜了閩南語，

而人物也大多是拙樸鄙俗的鄉下人。但銀正雄質疑王拓的作品：只見作品以「全知」的寫作手法刻意

放大社會的衝突與醜陋面，卻不見作者以悲天憫人的胸懷進行觀照。對銀正雄而言，「鄉土文學」本是

從「反西化」的動向中覺悟到反璞歸真的可貴，因此應該是溫煦甜美、清新健康的，但七○年代以來

所謂的「鄉土文學」卻有逐漸轉向「表達仇恨、憎惡等意識型態的工具的危機」，而這使得「鄉土文學」

越來越接近於三○年代「註定要失敗」的普羅文學。 

        至於朱西寗的〈回歸何處？如何回歸？〉基本上是評議時下的「鄉土回歸」熱潮，他在文中

雖以楊逵為例，而肯定社會文藝大抵是出自「現代文學中一支的理性自覺所要求回歸民族文化和回歸

民間」，65但他認為鄉土文藝 「是很分明的被侷限在台灣的鄉土」，同時也進一步指出兩大問題：首先

是質疑台灣這塊被日本佔領過的土地其「忠誠度和精純度」十分可疑，其次是認定中國民族的文化「還

是有賴黃河長江兩流域的本部來發祥」。關於前者，朱西寗提到日本在台灣留下的影響有好有壞，儘管

可以透過「理性」來取決或揚棄，但「做到的程度必定有限」；而後者，朱西寗則是指出台灣在地理上

遠離中原文化，因此就算不曾被日本佔領，也無足以代表中國；再者則是政治上台灣與中國曾經分隔

許久的事實，使得日本對台灣在文化上的侵蝕到底畢還廣泛而深入的。 

 

(三) 鄉土陣營內部的歧見 

        就在《仙人掌》第二期激起鄉土歧見的相互交鋒後時隔一個月，葉石濤在《夏潮》發表〈台

                                                 
63 李拙(王拓)，〈二十世紀台灣文學發展的動向〉，收於《鄉土文學討論集》，頁 128 

64 石家駒，〈瓦器中的寶貝〉，頁 88-89。 

65 朱西甯，〈回歸何處？如何回歸？〉，《仙人掌》第二期(1977 年 4 月)，收入《鄉土文學討論集》，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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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鄉土文學史導論〉。葉石濤的〈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可以說是戰後第一篇以台灣為時空範疇而對文

學所進行的較為完整的陳述，意義十分重大。文中不但以更深遠的時間縱軸呈現台灣文學史各個階段

的發展，更重要的是，葉石濤將那些原本散落在歷史長河中各不相干的文學事件，以「台灣意識」為

主軸而將之串聯成為具有歷史目的的整體。葉時濤如此定義「台灣意識」： 

 

所謂「台灣意識」——即居住在台灣的中國人的共通經驗，不外乎是被殖民的、受壓迫的共同

經驗；換言之，在台灣鄉土文學上所反映出來的，一定是「反帝、反封建」的共通經驗以及篳

路藍縷以啟山林的，跟大自然搏鬥的共通記錄，而絕不是站在統治者意識上所寫出來的，背叛

廣大人民意願的任何作品。66 

 

        葉石濤將「抗爭」與「搏鬥」視為台灣歷史發展的動力，而這不斷抗爭與搏鬥的經驗則構成

了所謂的「台灣意識」。然而，比起與大自然的搏鬥，葉石濤更強調的是「被殖民、被壓迫」乃為居住

在台灣的人民所共同經驗的歷史，因此在面對「被殖民、被壓迫」時所激起的「反帝、反封建」則是

台灣人的共通精神。而這反映在文學創作上的，也就是台灣作家們將這種內化的抗爭精神形鑠於外的

過程。也因此，在以「殖民壓迫」與「抗爭」為歷史發展動因的史觀底下，葉石濤的歷史敘述則是從

外力介入統治的「荷蘭殖民時代」開始說起，而至「清末到日本領台的時代」作為終結。 

        葉石濤的鄉土文學論述隨即引發陳映真的回應。陳映真在〈「鄉土文學」的盲點〉一文中提出

兩項質疑：一是「台灣鄉土文學」在名稱上的曖昧，其二則是「台灣意識」在解釋上的問題。首先陳

映真指出葉石濤的〈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既是旨在書寫「在台灣的中國文學史」，為何還需要冠以「台

灣鄉土文學史」之名？他進一步質疑，如果葉石濤是因為日治時期台灣的文學具有農村與農民的特點

因此將之稱為「鄉土文學」，那麼，以此名稱指涉日治文學也並不足以恰當地表現其具體的內涵，因為

這其中牽涉到如何看待「台灣意識」的問題。另外，陳映真在文中指「台灣人意識」乃為一種「分離

主義」，而這一派的見解是認為：日本在台灣的近代改造過程中於新起的市民階級之間產生了與傳統中

國封建意識大不相同的「台灣人意識」。但陳映真反對這樣的看法，他認為，日治時代的台灣根本還是

處於農業的型態，而農村正是「中國意識」最為頑強的根據地。另外在城市方面，就算是台籍的資本

家也無法免於日本的殖民壓迫，因此在他們之間便展開了反日的思想與行動，然其抗日行動「無不以

中國人意識為民族解放的基礎」。所以陳映真強調，若從局部的台灣立場來看，所謂的抗日雖可稱為「台

灣意識」，但就整個全局來看，就是堅毅磅礡的「中國意識」了。67  

 

(四) 從官方立場的反應 

環繞於鄉土文學究竟為何的討論，到了彭歌發表一系列的文章以及余光中的〈狼來了〉之後，直

接將「鄉土文學」指向帶有共產黨思想的工農兵文學，至此，論爭蒙上政治烏雲。彭歌大抵是站在官

方的角度抨擊鄉土論者的左傾思想，並且將鄉土論者所詮釋的「現實主義文學」與中國共產黨所鼓吹

的「工農兵文學」進行連結，而如此的看法也獲得余光中〈狼來了〉一文的呼應。嚴格說來，〈狼來了〉

                                                 
66 葉石濤，〈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讀〉，《夏潮》14 期(1977 年 5 月)，收於《鄉土文學討論集》，頁 73。 

67 許南村(陳映真)，〈「鄉土文學」的盲點〉，《台灣文藝》革新第 2 期(1977 年 6 月)，收於《鄉土文學討論集》，頁 9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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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沒有提到「鄉土文學」，因此文中出現的「工農兵文藝」指的應該不是一般所通稱的鄉土文學，而是

鄉土論者如王拓、陳映真甚至是更早的唐文標等人所標舉的文學理念。所以正確來說，余光中所反對

的是左傾文學，而非鄉土文學。但無論如何，余光中在文末的一段話：「問題不在帽子，在頭。如果帽

子合頭，就不叫『戴帽子』，叫『抓頭』。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還是先

檢查自己的頭吧。」68卻將一場文學討論變成是思想檢查，這在言論與思想表達仍然受到很大禁錮的七

○年代，無疑是相當嚴厲的指控。 

儘管鄉土文學後來不斷遭到來自黨政軍毫不留情的批判，並在 1977 年 11 月將批判文章集結成《當

前文學問題總批判》(1978)，但在翌年年初所召開的「國軍文藝大會」中，時任國防部總政戰部主任王

昇上將的一席談話，可說是總結了官方對於鄉土文學的批判。王昇駁斥「工農兵文藝」，但讚許「鄉土

文學」，他認為愛鄉擴而大之就是愛國與愛民族。官方高層的涉入，也為鄉土論戰畫下一個暫時的休止

符。 

總的來說，七○年代末期的鄉土論戰並沒有延續太久，從一開始各路人馬企圖介入詮釋的各自表

述，而至中期引來官方以工農兵文藝與台獨來指控鄉土文學，最後則是在「民族主義」的團結呼籲中

落幕。論戰在進行的期間遭逢了「中壢事件」這個自五○年代以來台灣最大的內部動盪，而論戰後緊

接著更是一場更大的民主運動波瀾「美麗島事件」的發生，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在這些不安與騷動中逐

漸露出破綻，因此，當時輿論的自由儘管還不到百花齊放的程度，但各種意見與立場表達的慾望已開

始從威權的縫隙中漫流而出，而鄉土論戰所開啟的，正是一個讓不同的社會身份認同現身的契機。 

 

五、文學刊物與報紙副刊 

(一) 七○年代重要的文學雜誌 

        創刊於六○年代中期的文學雜誌諸如《台灣文藝》、《笠》、《純文學》與《文學季刊》等等，

在七○年代仍繼續發行。七○年代的《台灣文藝》依舊是台灣本土作家的重要根據地，其創作題材多

是以鄉土為範圍，而曾經製作的「鍾理和研究專輯」與「當代小說作家作品專輯」等等，也都是對於

台灣前行與繼起作家的集中關注。同樣是以本省詩人為主幹的《笠》詩刊儘管在創立初期有著頗為濃

厚的現代主義傾向，但它在很早的階段便對現代主詩的晦澀與「喪失自我」展開批判，並且在七○年

代的現代詩論戰期間，明確的以「鄉土」作為《笠》詩刊的定位。69 

        而七○年代創刊的文學雜誌比起六○年代則有更加蓬勃的趨勢。在詩刊方面較重要的有《水

星詩刊》、《龍族詩刊》、《主流詩刊》、《大地詩刊》、《草根詩刊》、《詩脈》、《神州詩刊》與《陽光小集》

等等。其中，《龍族詩刊》創刊於 1971 年 1 月，而於 1976 年 5 月停刊。重要成員有辛牧、施善繼、蕭

蕭、林煥彰、陳芳明、喬林、景翔、高信疆、蘇紹連、林佛兒等人。《龍族詩刊》揭舉「把握此時此地

的中國」，並且，為了與現代主義的西化有所區隔而強調「民族風格的路線」。《龍族詩刊》曾在現代詩

論戰期間扮演重要的角色，對於七○年代現代詩的風格轉向有著不小的影響。《大地詩社》於 1972 年

6 月創刊，於 1977 年 1 月停刊。主要成員有陳慧樺、林鋒雄、王潤華、古添洪、李弦、林錫嘉、林明

                                                 
68 余光中，〈狼來了〉，《聯合報》副刊(1977.8.20)，收於《當前文學問題總批判》，頁 27。 

69 趙天儀，〈「笠」往何處去〉，《龍族》第 9 期，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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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陳黎、鍾義明、蘇凌等人，他們既以西方文學為靈感的來源，同時也提倡「重新正視中國傳統文

化以及現實生活」，成員們相當有意識地融合西方文學技巧與傳統元素於詩作之中。《神州詩刊》創刊

於 1975 月 8 月，核心人物為馬來西亞僑生溫瑞安、李宗舜、周清嘯、廖雁平與方娥真等人，其組織龐

大，曾經吸引多達上百名的成員加入。詩社以「神州」為名，寓有光復大陸神州、恢復民族光榮等含

意，多數成員也透過文字創作表達對於文化中國的孺慕之情。但神州詩社在溫瑞安與方娥真於 1980 年

以「涉嫌叛亂」之名被逮捕並驅除出境後，便形同解散。而《陽光小集》則是創立於七○年代最後一

年的詩刊，當時也正值民主運動蓬勃興起的時刻，他們主張以文學介入社會改革，關懷現實，同時也

勇於挑戰禁忌，《陽光小集》的出現，可說是標誌了文學下一個十年的全新到來。 

    其他重要的綜合刊物，先後由尉天驄擔任主編的《文學》雙月刊以及《文季》季刊與雙月刊，則

承襲了六○年代以來的路線，雜誌內容包括詩歌、小說、散文與評論，作者群則有姚一葦、何欣、黃

春明、七等生與王禎和等人。許多重要的鄉土文學作品在此刊登，是七○年代回歸鄉土與現實主義風

潮的重要推手之一。而創刊於 1972 年的《中外文學》雖是學院刊物，但內容涵蓋文藝創作、文學評論、

理論的翻譯與介紹等等，對於台灣文學無論在理論或創作上都有著相當大的開拓性。同年創刊的《書

評書目》則是台灣戰後最早的書評雜誌，早期由隱地、簡靜惠主編，內容以文學評論為主，同時也刊

載文學相關的史料，對台灣文學史的挖掘與保存頗有貢獻。另外，《夏潮》雜誌於 1976 年 2 月創刊，

除藝文作品外，更還刊登社會、政治與科學等文章。其於第四期進行改版，標榜以「社的」、「鄉土的」、

「文藝的」為編輯目標，《夏潮》雜誌的作者群有：陳映真、王拓、尉天驄、唐文標、楊青矗、王曉波、

陳鼓應、高準、南方朔、蔣勳、詹澈、林瑞明、陳國祥、林載爵、李雙澤與李元貞等人，其對於左翼

思想的催生以及本土觀點的刺激，在七○年代的文學史上無疑是一份無可取代的雜誌。 

在七○年代眾多文學期刊或文學集團當中，《三三集刊》亦佔據一個特殊的位置。《三三集刊》在

1977 到 1981 年之間共出版了 28 輯雜誌。根據創刊號的解釋，其以「三三」為名，是對中國文學傳統

文化的嚮往、對宗教信仰的融入以及對民族主義的堅持，而這也構成了三三文學集團的共通精神。集

團的主要成員有朱西甯、朱天文、朱天心、以及丁亞民與馬叔禮等人，他們受到胡蘭成的影響，並以

張愛玲為文學的謬思。三三文學集團除了核心成員之外，也吸引了許多年輕的作家的集結，如林耀德、

楊照、林俊穎、張大春、吳念真、蘇偉貞、鍾曉陽、陳玉慧、汪啟疆、郭強生等等，他們很多在日後

成為台灣文壇耀眼的星星。 

 

 (二) 副刊的崛起 

七○年代中期之後一個值得矚目的現象，是副刊逐漸取代了六○年代同人雜誌的地位。副刊的崛

起不但改變了台灣文學的生產、傳播與消費型態，同時也主導了創作與美學的方向，當中尤屬《中國

時報》與《聯合報》最具影響力。70 回顧戰後的報業發展，國民黨政府於 1949 年 8 月所公布的「台灣

省新聞雜誌資本限制辦法」，對報紙的發行予以嚴格的規定，而 1950 年 11 月頒佈的「台灣省戒嚴時期

新聞雜誌管制辦法」也嚴格限制了言論、講學、新聞雜誌及圖書等自由。學者林淇漾指出，在白色恐

怖的年代底下，政論雜誌彌補了自由報業匱乏的角色，至於文學流派以及文壇人士之間的互動，則主

                                                 
70 張誦聖，〈第四章 台灣七、八○年代以副刊為核心的文學生態與中產階級文類〉，收入陳建忠等合著，《台灣小說史論》，

台北：麥田出版，2007 年，頁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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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諸如《文學雜誌》、《現代文學》與《台灣文藝》等文學雜誌以及其它的同仁雜誌裡來進行。然而，

伴隨工業化的快速進展以及政治、經濟結構的劇烈變化，報紙的副刊也開始發揮不容忽視的影響力，

由早先的「娛樂」與「文藝」取向而轉為走上更多社會介入、也更為多元的「文化」天地。在這一波

的轉型浪潮中，《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最具先驅意義，高信疆於 1973 年 5 月接任主編之後，在

其刻意經營下，率先將媒體的「議題設定」進行了充分的發揮。71其膾炙人口的系列專題如「回顧與前

瞻」、「我家我鄉」、「現實的邊緣」、「人間參與」等專欄，也是將鄉土文化運動帶向「回歸鄉土」高峰

的一大推手。72 

除了專欄設定以及相關議論文章的刊登之外，七○年代中後期開始舉辦的文學獎等活動，亦對文

學的發展走向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力。《聯合報》在 1976 年 3 月推出了短篇小說的徵選，這是新聞媒體

首次舉辦大型文學獎的濫觴，隨後引起多他報的跟進，《中國時報》則是在 1978 年設立文學獎，兩大

報的文學獎旋即成為作家們獲得文壇認可的重要機制，甚至成為華語世界公認的文學平台，多年以來

一直都是文學界的年度大事。兩大報的文學獎在設立之初，便以關注「此時此地」的現實為主流，73而

大眾媒體與文學獎的結合，更是進一步確立了以「現實」為取向的文學的合法性。對於鄉土回歸風潮

也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 

 

六、重要作家及其作品 

        鄉土文學的書寫其實是整個七○年代的文化現象中十分顯著的一環，而七○年代的鄉土文學

亦非憑空崛起，而是有著來自於六○年代中期的清晰脈絡。只是七○年代在社會內外的震盪底下，原

本帶有懷舊色彩的鄉土書寫開始有了更為明確的社會觀點，此時對於資本主義所帶來的衝擊與社會不

公的揭發，也成了創作上的關懷主題。另外，同樣是從「抗爭」與「抗議」角度出發的鄉土文學，還

可見於以台灣歷史為開展的「大河小說」類型的創作。在大河小說的書寫當中，作者將虛構的人物交

織在實際的台灣地理與時間的座標中，更是一種以文學的方式參與七○年代對台灣歷史的挖掘熱潮。

總而言之，七○年代的鄉土文學書寫多是從歷史或社會的角度來切入，並且也多是從確切的時間與空

間座標來為「台灣」描繪出更具體的形象。 

        七○年代鄉土文學的重要作家當中，黃春明與王禎和無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但兩者的創作生

涯其實可以回溯到更早。黃春明早在 1956 就發表了第一篇小說〈清道伕的孩子〉，六○年代中期之前

因林海音的引介而在《聯合報》副刊發表作品，此時的作品除了隱然透露出批判與抗議的色彩之外，

在小說技巧與故事的鋪展上則是帶有著濃厚的現代主義風格。74黃春明在六○年代中期以後(1966～69)

頻繁投稿於《台灣文藝》與《文學季刊》，根據尉天驄的追憶，黃春明最初投稿於《文學季刊》的兩篇

作品都還帶有著明顯的現代主義風格，直到第三篇〈青番公的故事〉才令文評家姚一葦讚許為終於找

                                                 
71 參考林淇漾，《書寫與拼圖：台灣文學傳播現象研究》(台北：麥田出版，2001 年)，頁 34-44。 

72 參考孫慶餘，〈中國現代文化造型的方向(上)〉，《仙人掌》1 卷 4 號(1977 年 6 月)，頁 101。 

73 施淑，《文學星圖：兩岸文學論集(一)》(台北：人間出版社，2012 年)，頁 146-149。 

74 參考李俐瑩，《台灣寫實小說中的風塵書寫——以王禎和、黃春明為例》(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論文，2003

年)，頁 2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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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自己真正的創作方向，爾後，《文學季刊》幾乎每期都可以看到黃春明的作品。75然而若對照黃春

明個人的生命歷程，1966 年正逢他離開故鄉宜蘭羅東來到台北謀職，或許正是緣於離鄉而投入都會的

人生轉折，使得黃春明開始在紙上重溫故鄉的人與事物，如〈溺死一隻老貓〉透過游泳池的闢建勾勒

一場發生在鄉村的關於傳統與現代的衝突，〈兒子的大玩偶〉則是穿越主角的意識流動與外界事件的鋪

陳交錯而描寫出一個生活在嶄新經濟型態底下的小人物的無可奈何。這個階段的黃春明已明顯將創作

的關懷投向現代都會與鄉村傳統意識的衝突，但基本上仍是「保存了許多現代的都市人已經予以懷疑、

揚棄的傳統價值觀念及行為準則，譬如安土重遷、樂天知命、純樸憨直、不懂機詐、有同情心、肯無

條件扶助別人等等」76的傳統特質，六○年代的黃春明小說大抵說來依舊是保留著田園牧歌式的溫情與

鄉愁。但七○年代之後，或許是受到台日斷交的影響，黃春明在風格上有了不小的轉變，在〈蘋果的

滋味〉、〈莎喲娜啦‧再見〉與〈我愛瑪莉〉等作品中，描寫跨國經濟網絡裡人們的故事，其中所觸及

的是經濟的與人性的尊嚴，而〈兩個油漆匠〉與〈小琪的那一頂帽子〉等作品則描寫了鄉村人物來到

大都市的情景。此時明顯可見的是，黃春明從原本素樸的鄉土描寫轉而帶有著社會批判的意識。 

另外，王禎和也是在六○年代開始創作，不但是參與《現代文學》的重要成員之一，其外文系的

背景也令他更為直接地接受了現代主義的影響。王禎和在創作初期以《現代文學》與《文學季刊》為

主要陣地，例如〈鬼、北風、人〉雖然藉助了意識流的技巧，但在取材方面則是以花蓮為舞台，這使

得他的小說作品有著鮮明的地方映像，甚至讓未曾造訪台灣的作家張愛玲對花蓮產生好奇之心，進而

前往一探究竟。77而王禎和六○年代的代表作〈嫁妝一牛車〉，寫的是一個鄉下卑微的小人物在命運的

擺弄下徒然的奮鬥與掙扎。故事與人物都是屬於鄉村的，並且在小說語言方面雖有大部分是來自於王

禎和的刻意杜撰，但其間所穿插的地方語言更為小說抹上濃厚的鄉土色彩。而進入到七○年代的王禎

和也以〈小林來台北〉(1973)、〈素蘭要出嫁〉(1976)與〈香格里拉〉(1979)為里程碑，而有了別於六○

年代的風格。〈小林來台北〉故事以台北的職場為背景，描述從鄉下來的小林與之格格不入的情狀，這

篇小說可以說是濃縮了台灣當時城鄉差距與人口流動下的社會縮影。此時王禎和小說風格最大的轉變

乃是在於，從重視戲劇效果而走向強調寫實色彩，內容從以個人際遇為主轉向社會現象，並從對人性

的揶揄而趨向於對社會與現實的譴責。78 

 

陳映真 

        陳映真從 1959 年開始發表作品，他曾在《試論陳映真》(1975)中以 1965 年為分界，將自己早

期的創作分成兩個階段，65 年之前的作品多是發表於《筆匯》與《現代文學》，此時的作品：「顯得憂

                                                 
75 黃春明發表於《文學季刊》的作品除了前述的〈跟著腳走〉(創刊號，1966.10)、〈沒有頭的胡蜂〉(第二期，1967.1)，〈青

番公的故事〉(第三期，1967.4)、〈神、人、鬼〉(第三期，1967.4)、〈溺死一隻老貓〉(第四期，1967.7)、〈看海的日子〉

(第五期，1967.11)、〈兒子的大玩偶〉(第六期，1968.2)、〈鑼〉(第九期，1969.7) 

76 黃克全，〈黃春明小說的人文精神〉，《文訊》34 期(1988 年 2 月)，轉引自周永芳《七○年代鄉土文學研究》(台北：中

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 年)，頁 101。 

77 參考邱彥明，〈張愛玲在台灣——訪王禎和〉，《聯合文學》(1987 年 3 月)，轉引自李俐瑩，《臺灣寫實小說中的風塵

書寫——以王禎和、黃春明為例》，頁 37。 

78 許素蘭，〈試論王禎和小說風格的流變〉，《昔日之境》(台北：蒙鴻文學出版，1985 年)，頁 47。轉引自周永芳，《七

○年代鄉土文學研究》，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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悒、感傷、蒼白而且苦悶。」79但是在 1966 年開始投稿《文學季刊》之後，風格有了顯著的轉變：「嘲

諷和現實主義取代了過去長時期以來的感傷和力竭、自憐的情緒。」80陳映真從六○年代中期而至七○

年代末期的代表作品有〈唐倩的喜劇〉、〈第一件差事〉、〈賀大哥〉以及〈夜行貨車〉等等。現代主義

文學對陳映真有著不小的的影響，即使是「轉向」之後的作品依舊是有著明顯的現代主義足跡。81陳映

真在作品中所刻畫多是以知識份子為多，無論是人物的命名、故事背景的取材以及人物之間的對白都

沒有太多的台灣鄉土俚俗成分，反而更多是屬於台北都會的、中產階級的語調與氛圍。因此嚴格說來，

我們很難將陳映真的小說以「鄉土」(亦即「以描寫農民等小人物的生活與感情」的鄉土文學定義)來歸

類，但卻可以在王拓所重新定義的「現實主義文學」中加以定位。 

        而陳映真作品另外一個更為顯著的特點，也就是他自己所指出的：「對於寄寓於台灣的大陸人

的滄桑的傳奇，以及在台灣的流寓底和本地人的中國人之間的人的關係所顯示的興趣和關懷。」82陳映

真的作品總是混雜著各種族群：大陸來台的外省人、從南部鄉下來的台灣人、以及洋人(通常是美國人)。

在語言的處理上，則不若黃春明濃重的台灣腔調，也無王禎和包括自創語言在內的混種台灣國語，而

往往有著濃濃的台北都市人國語的味道，甚至夾雜著為數甚多的英語。83在小說中，陳映真也總是將本

省與外省這十分敏感的族群問題以愛情糾葛的方式呈現出來，並且在他筆下，二者總是在許多的社會

隔閡下而沒有什麼好的結果。除了省籍的隱喻之外，陳映真尤其在七○年代後期開始熱中於描寫跨國

企業裡的眾生像，如後來收入《華盛頓大樓》系列小說的〈夜行貨車〉(1978)與〈上班族的一日〉(1978)

均試圖以外商公司為場景，來描述外來資本主義在台灣造成人們心態上與人際關係上的扭曲，故事雖

然以公司內部的人事傾軋與不倫之戀為主，不過仍是道出了在巨大的經濟結構中沒有太大自主餘地的

上班族處境。然而，在人物的刻畫上，如外籍上司貪婪好色的嘴臉、本地力爭上游青年的無奈、以及

女性遭受外來資本主義與本地男性雙重損害的被動角色等等，使得小說不免流於刻板化。但無論如何，

將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心態與人際關係的改變帶進小說裡來探討，在當時可謂是挑戰文學議題的一大突

破，這為現實主義小說除了以「鄉土」為素材之外，更增添了許多的可能性。 

 

王拓 

        王拓是進入到七○年代之後才開始有作品的發表，基隆八斗子的成長背景使他對漁村景況有

著特殊的情感與深刻的理解，這反映在作品上的，是王拓的第一部小說集《金水嬸》(1976)幾乎都是以

八斗子為取材背景，但是他的第二部的短篇小說集《望君早歸》(1977)，則將舞台從漁村轉向都會的職

                                                 
79 陳映真，〈試論陳映真〉，收於《鄉土文學討論集》，頁 164。 

80 陳映真，〈試論陳映真〉，頁 171。 

81 大陸學者丁帆指出，陳映真在小說創作上所取得的藝術成就之一是在現實主義之中融入現代主義的文學技巧，出現在他

作品中的象徵性手法、意識流技巧的運用以及多角度的敘事結構使得他的作品堪稱為鄉土小說成功運用現代主義藝術方法

的典範作品。參考丁帆，《中國大陸與台灣鄉土小說比較史論》(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401。 

82 陳映真，〈試論陳映真〉，頁 172。 

83 就人物的命名來看，黃春明筆下的人物多是取台灣常見的稱呼方式如「XX 仔」或「阿 X」，而陳映真則較多是仿外省

族群的語言與命名，如「X 大哥」、「小 X」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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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84值得一提的是，王拓在早期的作品中不乏時空交錯與藉助象徵渲染意境的現代主義手法，例如他

的第一篇小說〈吊人樹〉(1970)，故事的發生是在一場激情的舞獅儀式之中開展並且結束，但在緊鑼密

鼓的獅舞陣中並置了一場倒敘的情愛糾纏。除了時空錯置的手法之外，王拓也刻意使用了意蘊豐富、

意象鮮明的象徵，如媽祖冷峻的面容再三出現、不斷拍打著八斗子岸邊的浪聲、以及貫穿全場的喧天

鑼鼓，交織出在永恆天地之間人的無奈命運。在這篇小說中，王拓的企圖與其說是在於為漁民生活的

艱辛與困頓提出社會批判，倒不如說更在意於小說藝術的經營。而同樣的現代主義手法也可見於〈蜘

蛛網〉(1971)，王拓以蜘蛛網的意象勾勒出失去母親的鄉下青年被剝奪升學機會的徬徨痛楚，小說的開

展在現實與夢境之間穿進穿出，時空交錯與多重並置的敘述更是強化了主角心內憤怒的深度與強度。 

        然而，王拓的其他小說，尤其是七○年代後期的作品，則是把透過意象營造的情境烘托與內

心描寫省略了下來，而直接以大量的人物對話與情節的鋪展來進行。顯然此時的王拓更急切於訴說人

物的生活困境與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扭曲的人際關係。誠如顏元叔所指出的，在《望君早歸》中的多是

描述渺小的「個人」(如上班族、遇難船員的家屬)與現代「組織」(公司)之間的對抗關係，而在這種對

抗的關係中，個人總是處於不敵龐大機構的於弱勢與被損害的位置。另外，「學校」亦是王拓所善於描

寫的場景之一，對於學校老師的作風與思想態度，王拓也予以毫不保留的批判與揭發。但是就小說的

藝術而言，作者過於急切的控訴似乎在大量的人物對白之間成為沒有出口的憤怒情緒，而相對減弱了

文字經營所帶來的感染與昇華的力量。而值得注意的是，王拓的小說往往指向一種沒有出口的、注定

在社會強大的制約與不公底下無法突破困境的宿命，因此在他筆下的人物終究也只能是受壓迫與受到

損害的犧牲品，這似乎也暗示了即使是現實主義文學，對於等待被啟蒙被召喚的「民眾」畢竟也是力

不從心的。 

 

楊青矗 

        楊青矗最早的創作是 1967 年的〈成龍之後〉，並且在 69 年發表〈在室男〉後而受到矚目，他

在七○年代中期以前已出版了《在室男》(1971)、《妻與妻》(1972)以及《心癌》(1974)等等小說。而七

○年代中期以後則開始以工廠勞工為題材，而有了《工廠人》(1975)的出版，並為他贏得「工廠小說家」

的稱號，往後楊青矗致力於勞工主題而陸續出版了《工廠女兒圈》(1978)與《煙廠下》(1978)。工人小

說的崛起意味的是工業化的社會型態已在台灣具體成形，85而這不但帶來了職場生態的變化，同時也將

人們拋進追求效率的科學化管理、階級的不平等、與土地的疏離以及從傳統人倫關係而至契約關係的

改變等等。儘管楊青矗的寫作初衷或許並不是刻意要成為一位勞工的代言人，然而他特殊的個人經歷，

例如貧窮與勞工的出身背景，使得工人、酒家女、企業家、家庭主婦、賭徒等等他所熟悉的人物一一

成為筆下所觀照的人物。 

        誠如美國學者 Thomas B. Gold 所言，楊青矗的作品代表了台灣的現代化過程，而這個現代化

                                                 
84 收於《金水嬸》當中的八篇作品當中只有一篇〈一個年輕鄉下的醫生〉是以既是礦區又是漁村的「南仔寮」為背景，其

他都是以八斗子為舞台。另外，收在《望君早歸》的五篇小說中，只有〈望君早歸〉還是以八斗子為背景所發展的情節。 

85 根據《工黨黨綱黨章》的描述，五○年代初期的台灣勞工約有一百萬人，而六○年代之後勞力密集工業的發展結果，六

○年代中期勞工已達兩百萬，而直至 1988 年則已有就業人口 80%以上的六百八十多萬。參考陳曉娟，《楊青矗小說中的抗

爭主題研究》(台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年)，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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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同時也是居住在台灣的人們所共同經驗的，因此楊青矗描寫底層人民的作品往往更活潑而生動地

道出社會變遷下的許多典型的故事。86誠然楊青矗的作品大多沒有雕琢的文字經營，故事的開展也多是

使用平鋪直敘的手法——儘管偶而也使用時間倒敘與內心獨白的方式——但基本上是樸實無華而不濫

情，甚至有時不免流於報導式的現實描述。儘管如此，這卻絲毫不減楊青矗作品感動人心的力量。當

然，這種力量未必是源自美學上的理由，而是在平淡的敘述中予人身歷其境的真實感，以及在素樸的

文字中所勾勒出的那些似曾相似的人事景物所喚起的共同記憶。在七○年代台灣的特殊時空底下，楊

青矗的小說作品為鄉土文學開闢了另一條路線，同時也為時代留下了生動的記實。 

 

宋澤萊 

        在「鄉土」文學作家紛紛從鄉村轉向都會之際，宋澤萊卻從都會回到了鄉村。宋澤萊在 1975

年大學畢業之後回鄉，在此之前，他已發表了現代主義氣息濃厚的作品。87宋澤萊早期的作品沈迷於心

靈秘密的探索，關注的是佛洛伊德、戀母情結、自戀，以及其它的心理超常現象。88然而在回鄉之後則

開始描寫環繞在他生活四周的農村事物，而有了《打牛湳村》(1978)系列的寫作。就如學者施淑所說，

《打牛湳村》系列是一幅包羅萬象的台灣農村圖景，當中濃縮了從三七五減租到土地重劃等政策所帶

來的農村生活結構上的變遷，以及在剝削的產銷制度下農民挫敗的心理。89而宋澤萊在也自序中提到他

當初的創作情境：「想整盤將一個農村的所有者都寫進小說，就像挖掘古址一樣，將之纖毫不損地呈露

出來……我不須要虛構，因為本來它就是如此，就如同形像隱藏於木石裏面，我只需順其紋理劈砍，

雕像自成。」90《打牛湳村》系列是來自於宋澤萊農村記憶的凝聚，是鄉土情感所累積起來的形象總和，

鄉土寫作之於宋澤萊似乎是隱藏在自我內裡等待發掘的世界，在恰當的時機與適當的語言表達底下便

得以出土示人。姑且不論這所謂的渾然天成之說是否誇張，但我們或許可以從象徵意義的層面來理解

這種鄉土文學的寫作特質，因為它是如此地與個人的生命經驗深深相繫，而這個人的生存體驗也可能

是其他一群人最深刻而真摯的記憶。正因為如此，宋澤萊的《打牛湳村》不僅是人類學者所經常援引

的田野調查記錄，同時也成了遊子思鄉情切時的慰藉。91 

 

洪醒夫 

        洪醒夫從六○年代便開始其創作生涯，早期在現代主義的影響下，不難看見意識流的技巧與

存在主義的思想足跡。而由於洪醒夫出身彰化農家，因此農村底層人物的處境往往成為他筆下所關懷

                                                 
86 Thomas B. Gold 著，津民譯，〈楊青矗小說中所反映的「現代化」問題〉，收於施淑，高天生主編，《楊青矗集》(台北：

前衛出版社，1992 年)，頁 230。 

87 宋澤萊在 1975 年之前完成的長篇作品有《廢園》、《紅樓舊事》以及《黃巢殺人八百萬》等。宋澤萊自稱這些作品：

「搭上現代主義的末班車，多為個人內心世界的描繪。」參考方美芬編，〈宋澤萊生平寫作年表〉，《宋澤萊集》(台北：

前衛出版社，1992 年)，頁 325。 

88 參考 Catharina G. Schües 著，謝志偉譯，〈宋澤萊及其作品〉，收於施淑，高天生主編，《宋澤萊集》，頁 313-314。 

89 參考施淑，〈大悲咒——宋澤萊集序〉，收於《宋澤萊集》，頁 11。 

90 宋澤萊，〈從《打牛湳村》到《蓬萊誌異》——追懷那段美麗‧淒清的歲月(1975~1980)〉，《打牛湳村》(台北：草根

出版，2000 年)，頁 13。粗體為筆者所加。 

91 宋澤萊，〈二十三年再回首《打牛湳村》〉，《打牛湳村》，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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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對象。洪醒夫的作品在七○年代中期以後更趨成熟，對於台灣由農業轉型至工業社會以及市場經濟

深入農村的各種現象有著深刻的體會，而當鄉土論戰正是如火如荼展開的七○年代末期，他以〈吾土〉

(1978)獲得第一屆「時報文學獎」，並以〈黑面慶仔〉(1977)與〈散戲〉(1978)分別獲得第二與第三屆的

「聯合報短篇小說獎」。其對於農村破敗與底層人物的深刻描繪，使得他與黃春明和王禎和、楊青矗、

王拓等人並列為鄉土文學的代表性作家。然而，就在洪醒夫的創作臻至高峰時，卻於 1982 年遭逢意外，

過早地結束了一生。 

 

施叔青 

       施叔青是早慧的作家，六○年代當她還是高中生的時候便以〈壁虎〉浮出文壇，到了七○年代

也繼續不斷發表作品，如《約伯的末裔》(1969)、《牛鈴聲響》(1975)、《琉璃瓦》(1976)以及《常滿姨

的一日》(1976)等等。早期一樣也是受到現代主義文學技巧的影響，無論超現實、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

存在主義等等都成為她的創作養分。施叔青的作品多是融入以鹿港為背景的鄉土題材，而婚姻與愛情

關係亦為其所善於處理的主題。施叔青不但是七○年代與黃春明、王禎和楊青矗等齊名的鄉土文學作

家，同時也是台灣女性作家中的重要先驅，至今都仍寫作不輟。 

 

李昂 

       李昂於六○年代還在就讀高中時便開始投稿，小說〈花季〉曾被選入《五十七年短篇小說選》，

自此開創小說家的生涯。之後陸續發表小說，七○年代的重要作品包括〈有曲線的娃娃〉(1970)、〈回

顧〉(1973)、〈昨夜〉(1973)、〈莫春〉(1973)、〈色陽〉(1973)、〈人間世〉(1974)、〈愛情試驗〉(1978)、

〈最後一場婚禮〉(1979)，而集結的小說集則有《混聲合唱》(1975)與《人間世》(1977)。李昂最為著

名的小說《殺夫》雖是完成於八○年代，但她對於女性的情慾心理、或是以鹿港為舞台背景所刻劃的

人物情感，以及對於社會變遷中關於道德或以性別為中心的人際互動等等的關注，都在此時已大致底

定。李昂早期作品相當重視內心世界的描寫，運用意識流的手法捕捉片段而跳躍的場景，她對女性的

處境、情慾的探索以及社會制約下的兩性關係等議題，也有相當深刻的討論。李昂的作品勇於挑戰禁

忌，可說是頗有意識地試圖敲開當時社會的既定觀念，其對於女性自主以及情慾題材的開發，是台灣

文學版圖中占有一定分量的重要作家。 

 

趙天儀 

        趙天儀在 1965 年與林亨泰、陳千武與詹冰等人共同創立笠詩社，不但實際參與《笠》詩刊的

編輯工作，同時也是相當活躍的撰稿人之一。早在六○年代，趙天儀對於現代主義過度視西方為「現

代的補藥」的創作心態感到不滿，而以「偽現代」相稱。趙天儀對於現代詩的看法，儘管肯定「新」

與「現代」的概念而排斥舊傳統，但他也強調：「要寫出新意，創造新境界，則非開闢新的途徑不可。」

92 而其所謂的新途徑，則是對於「鄉土」的關注。在現代詩論戰期間，趙天儀曾撰文〈「笠」往何處去〉，

當中他以「鄉土精神的重建」來為《笠》詩刊定位，他提到笠詩刊同仁「以這種鄉土色彩的精神為基

礎；有人研究艾略特，有人研究里爾克，也有人研究日本現代詩，英、美現代詩，以及其他各國的現

                                                 
92 趙天儀，〈現代詩的暗礁〉，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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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詩。當然，我們也研究中國現代詩，史料的整理與介紹等等。」充分顯示其作為笠詩社的一份子，

對於以鄉土精神為本位，進而攝取其他各國的文學食糧之立場的宣示。而趙天儀在 1974 年「台大哲學

系事件」中受到波及而被解聘，因此也曾編輯《台大哲學系事件真相》(1979)一書，留下事件始末的紀

錄。趙天儀在七○年代的出版著作以文學評論為多，計有《美學與語言》(1971)、《美學與批評》(1972)、

《裸體的國王》(1976)以及《詩意的與美感的》(1976)等等。 

 

吳晟 

        吳晟是七○年代崛起的鄉土詩人，七○年代出版的《吾鄉印象》與《泥土》等詩集，奠定了

吳晟作為鄉土詩人的地位。吳晟出身農家，對於鄉土有一份濃厚的情感，《吾鄉印象》記錄了農村變化

的樣貌以及置身於現代化之中對於鄉土的追尋。吳晟曾於 1975 年獲得第二屆中國現代詩獎的肯定，這

份肯定在現代詩論戰後不久，也足以顯示對於現代詩對於鄉土回歸，意義重大。根據蔡明諺的研究，

吳晟的《吾鄉印象》(1972)大抵還沿襲了現代主義的風格特徵，而他是在「泥土篇」（1974）與「向孩

子說」（1977）等系列詩作之後，才確立了「鄉土詩」的風格。93吳晟的詩以「我的家鄉我的土地」為

基調，是以土地與勞動為主題所凝塑的現實主義美學，94 

 

羅智成 

        羅智成的詩歌創作起步於七○年代，學生時代便在學校組織詩社創辦詩刊。《畫冊》(1975)是

他在大學時代自費出版的第一本詩集，以詩句、手札及素描呈現出自己眼中的世界形象。初試啼聲便

展示出迷人的、富有深刻思維的詩句，羅智成在詩集中更還結合了自己的繪畫，不但為當時的詩壇留

下強烈的印象，同時也為自己日後的寫作生涯留下一幅探索的草圖。而接下來所出版的《光之書》(1979) 

則是對於生命與藝術有了更進一步地思索，那些關於「光」、「美」、「真」以及「永恆」的生命價值，

都是《光之書》探索的主題。這部詩集在文字與意義上達致高度的平衡，是羅智成最具個人特質、最

不可替代的創作體驗。羅智成在七○年代的這兩部詩集，奠定他日後曲折、甜美而充滿哲學思索的詩

學發展基礎。 

 

溫瑞安 

        溫瑞安出生於馬來西亞霹靂州，從 1971 年開始投稿於《蕉風》、《學報》、《中國時報》、《現代

文學》與《純文學》等各港台報紙雜誌發表創作與評論，並加入其兄溫任平所創辦的「天狼星詩社」。

來台就學後另組「神州詩社」，與三三文學集團頗有密切的往來。溫瑞安的寫作範圍包括詩歌、散文、

評論與小說等等，但其文學聲名在很大的程度上建立於武俠小說之上，如膾炙人口的《四大名捕》與

《神州奇俠》等等為其代表作，與金庸、古龍、梁羽生與黃易等著名的武俠小說家齊名。除了武俠小

之外，溫瑞安也著有詩集《將軍令》(1975)、以及散文集《龍哭千里》(1977)等等。學者陳大為認為溫

瑞安的散文獨樹一幟，而構成其獨特性的原因至少有如下四點：(一) 革新現代散文的使命感； (二) 跨

                                                 
93 蔡明諺，〈吾鄉印象與鄉土文學：論七○年代吳晟詩歌的形成與發展〉，《台灣文學研究》第四期(2013 年 6 月)，頁：

167-198。 

94 呂東熹，〈詩寫農村的吳晟〉參考：http://www.wusanlien.org.tw/02awards/02winners30_b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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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類創作對散文的影響；(三) 武俠╱狂想式的現實生活；(四) 對華教存亡的憂患意識。95溫瑞安雖然

後來被國民黨政府以粗暴的方式驅逐出境，但他在台灣的文學活動及其所留下的文學作品，已為在台

灣的馬華文學寫下重要的史頁。 

 

葉石濤 

        葉石濤在戰前四○年代便以小說家姿態登上文壇，頗受當時文壇大老西川滿的重視，戰後初

期儘管面臨語言轉換的困境，但依舊筆耕不輟，迭有作品發表。然而到了白色恐怖的五○年代之後，

曾被以莫須有的「知匪不報」投獄，除了西洋文學的評介文章與翻譯作品之外，從 1951 年到 1965 年

之間幾乎是呈現停筆的狀態。葉石濤在沈默多年之後，復又於 1965 年東山再起，而七○年代的葉石濤

不但繼續在小說創作上迭有佳作，在文學評論與文學史的書寫上更是有著十分重要的貢獻。作為小說

家的葉石濤，於七○年代持續創作，出版有《鸚鵡和豎琴》(1973)、《葛瑪蘭的柑子》(1975)、《採硫記》

(1979)等小說集。而在文學評論方面則有《葉石濤作家論集》(1973)與《台灣鄉土作家論集》(1979)等

評論集的出版，書中收錄了他對於吳濁流、鍾理和、鍾肇政、七等生、林懷民等人的評論，當時被認

為是本省籍作家最重要的評論者。 

        而葉石濤在七○年代最重要的文章，無疑是〈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這篇文章後來擴展成為

戰後台灣第一本台灣文學的著作《台灣文學史綱》(1987)。葉石濤對於文學史書寫的嘗試，雖然早在

1965 年時已經開始，但因限於資料尚不盡齊備，而僅以新文學的幾位代表作家為主述。但是十三年後

的〈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不但拉長了時間的縱深，並且以台灣為中心視角而更有系統地呈現了台灣

文學史各階段的發展。葉石濤在文中認為，台灣有來自不同地方的種族共同居住於此，但在風土條件

的影響下，人與環境的互動產生了特殊的性情，進而在時間的積累中產生了與大陸不同的文學，且其

海洋島嶼的風土條件，更是使得台灣成為世界思潮的匯聚之地。葉石濤在此重提「種族」、「風土」與

「歷史」作為台灣鄉土文學的建構元素，顯然是承襲了戰前黃得時對於泰納(Hippolyte Adolphe Taine)

理論的運用，因此隱然也存在著將台灣文學視為一種「民族文學」的企圖。 

 

陳芳明 

        陳芳明是《龍族詩刊》的創始人之一，他曾在《龍族詩選》的序文中指出，龍族詩社的成員

多是出生於戰後的世代，他們反對台灣現代詩走向西化、晦澀、放逐、虛無的境地，故而期許可以唱

出屬於自己民族的聲音，並標舉詩的「大眾化」、「鄉土化」、「明朗化」與「多元並進」，如此的宣言對

於七○年代現代詩的走向無疑有著標示性的作用。與此同時，陳芳明也活躍於七○年代的評論界，他

曾在《書評書目》發表大量的評論文章，筆鋒犀利，見解獨到，如長達兩萬字的〈細讀顏元叔的詩評〉

(1977)，是對當時已在評論與學術界取得聲望的顏元叔其評論風格與方法的挑戰。陳芳明在七○年代的

文學活動奠定了他八○年代投入台灣意識建構的重要基礎，也成為九○年代之後台灣文學研究與文學

史書寫的豐沛資源。陳芳明七○年代的著作包括詩集《含憂草》(1973)以及評論集《鏡子和影子》(1974)

與《詩和現實》(1977)等等。 

 

大河小說 

        七○年代另一種令人矚目的文學形式，還有以台灣歷史與台灣人為經緯所展演的長篇小說，

                                                 
95 陳大為，《最年輕的麒麟──馬華文學在台灣(1963-2012)》，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2 年，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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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以鍾肇政和李喬最具代表。鍾肇政在六○年代就已完成了第一部大河小說《濁流三部曲》，並在七

○年代再接再厲，而有《台灣人三部曲》的完成。《台灣人三部曲》誠如其名，也就是描寫台灣人的故

事，三部曲的構成從《沈淪》日本佔領台灣時人民蜂起的武裝鬥爭開始寫起，到《滄溟行》的文化鬥

爭以及二戰接近末期的《流雲》，「抗日」是貫穿三部作的重要主題。與七○年代當時的台灣文學史挖

掘相似的是，這種專注於描繪台灣歷史的大河小說一方面是以民族抵抗作為歷史敘述的透視焦點，另

一方面其實也是對於在中國大敘事中所缺落的關於台灣史的建構與嘗試。儘管所謂的「祖國」在《台

灣人三部曲》中是以一種「願景」的面貌呈現，但對於這未來寄託的描寫卻宛如夢境一般的模糊，這

也充分顯示出作者想像「中國」的力不從心。但無論如何，跨越時間長河的大河小說是開闢了「鄉土

歷史書寫」的類型，強調的是台灣的歷史意識，96並與七○年代中期以來的台灣歷史挖掘熱潮遙相呼應，

將虛構的人物交織在實際的台灣地理位置與時間座標之中，無疑是以文學的形式參與歷史的建構，同

時更是塑造了一種叫做「台灣人」的精神與氣質。  

        同樣的巨構也可見於李喬的《寒夜三部曲》，這部大河小說從 1977 年開始著手進行，歷時兩

年完成。故事從台灣的土地開墾到乙末抗日，描述文化協會、農民組合與二戰期間被調赴南洋的台灣

兵。一樣是以「抗爭」為焦點來掌握歷史的流動，然而李喬似乎比起鍾肇政更加執意於書寫人與土地

的關係，李喬以「鱒魚」為意象寓意回鄉的原始本能與自然的意志。《寒夜三部曲》同樣也是誕生於七

○年代裡的另一部「回歸鄉土」的龐大文本，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文學創作的姿態不再是關於「他人」

的書寫(如以人道精神同情社會底層人物等等的寫作)，而是講述「我們自己」的故事。這種講述「我們

自己」的故事的欲求竟是如此的強大，不久之後更是形成了一股台灣大河小說的風潮。97  

 

 

        七○年代以鄉土為題材進行創作的除了前述的作家之外還有曾心儀、東年、小野、吳念真、

吳錦發、鍾延豪，以及詩人施善繼、詹澈、羅青、鄭炯明等等。這些詩人與作家無論是否從現代主義

出發而轉向鄉土文學的寫作，我們可以看到的動向是強調台灣的各種在地性格，許多屬於「台灣」的

共同經驗都成了作家筆下所渲染的對象，他們致力於捕捉既典型又特殊的「台灣」與「台灣人」現象，

就某種意義而言，「台灣」成了七○年代集體的創作慾望對象。台灣的各種經驗在文學作品中得到了不

同的展現與匯集，它們不只是表達了對社會不公的抗議而已，同時也描述了由風土地景、勞動經驗、

人倫關係以及對生活的信仰所集合起來的關於台灣的形象。因此，它們也召喚了對於地方的熱情以及

關於台灣的知識，鄉土文學就某方面來說，是一場包括作者與讀者參與在內的關於「建構台灣」的集

體創作。 

 

七、新批評 

                                                 
96 邱貴芬，〈在地性論述的發展與全球空間：鄉土文學論戰三十年〉，收於錢永祥總編輯，思想編委會編，《思想 6：鄉

土、本土、在地》(台北：聯經，2007 年)，頁 93。 

97 如東方白也在 1979 年開始書寫大河小說《浪淘沙》，費時十年在 1990 年完稿，之外還有陳千武的《台灣志願兵回憶——

獵女犯》(1984)等等，而姚嘉文的《台灣七色記》無論內容所橫跨的時間(一千七百年)與總字數(三百多萬字)都是台灣大河

小說中的極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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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文學創作之外，七○年代另一個重要文學現象是新批評(New Criticism)的確立。新批評始

於 1920 年代，最早由艾略特(T.S. Eliot)與瑞恰慈(I.A. Richards)奠下基礎，後經藍孫(John Crowe Ransom)

與其學生塔特(Allen Tate)、布魯克斯(Cleanth Brooks)以及華倫(Robert Penn Warren)等人繼續闡發，而在

英美文學評論界取得一席之地。新批評主要是反對那些不加深入探討作品本身的研究方法，而其之所

以為「新」，主要在於他們對作品的各種藝術元素投以特別的關注，並施以精確、敏銳的分析，而這種

方法即所謂的「細讀」(close reading)。儘管對作品進行仔細的閱讀並非新批評的首創，但為「細讀」

賦予更有系統的理論與方法，確實是新批評的革新所在。「細讀」後來更是成為教學上的利器，第二次

世界大戰後，新批評已是英美學術界的主流。無論如何，新批評使得文學批評變得更加的專業化、系

統化，且其專注於文本細讀的方式與內緣研究的取向，也令文學批評與學校的文學教育有了緊密的結

合。 

        而台灣也在戰後引進新批評的概念與方法。一般說來，新批評是台灣戰後第一個具有相對完

備的理論並且講求方法的文學批評，而早在五○年代後期已有新批評的零星引介，如《文學雜誌》的

主編夏濟安在〈評彭歌的「落月」兼論現代小說〉中，率先使用了類似於新批評的手法，並將文學鑑

賞的重點導向作品本身的結構與方法。但若是說到更有系統、也更為積極引介並將新批評加以落實的

人物，則非顏元叔莫屬。98顏元叔在任教的臺灣大學與淡江文理學院，使用的教科書即為布魯克斯與華

倫的《詩的瞭解》(Understanding Poetry)、《小說的瞭解》( Understanding Fictio)以及《戲劇的瞭解》

(Understanding Drama)三本美國的大學用書。99除了課程之外，顏元叔更在七○年代初翻譯了布魯克斯

與衛姆塞特(William Kurtz Wimsatt)合著的《西洋文學批評史》(Literary Criticism: A Short History)，以

及一系列的《批評術語叢書》(The Critical Idiom)，這些都是臺灣當時最具規模的中譯文學評論專著，

對文學批評與研究的推動有著巨大的貢獻。 

不僅如此，顏元叔還透過文藝雜誌對新批評展開介紹與實踐。他在《幼獅文藝》連載三個月的

〈新批評學派的文學理論與手法〉(1969 年 1-3 月)，內容對英美新批評的來源、發展、代表人物、概

念與方法等等進行全面性的介紹。與此同時，他也嘗試將新批評落實作為中國與台灣文學的批評方法。

然而，顏元叔起初並非從英美新批評最擅長的詩歌批評入手，而是從小說開始，如〈白先勇的語言〉

(1969.3)、〈筆觸、結構、主題──細讀於梨華〉(1969.8)等等，都是以小說為對象。而關於詩歌的批評，

主要也分為古典與現代兩大範疇，其中，古典詩評約有五篇；100而現代詩則有六篇，依發表時間順序

為：〈梅新的風景〉(1969 年 11 月)、〈余光中的現代中國意識〉 (1970 年 5 月)、〈細讀洛夫的兩首詩〉 

(1972 年 6 月)、〈羅門的死亡詩〉(1972 年 9 月)、〈葉維廉的「定向疊景」〉(1972 年 12 月)以及〈審詩

雜感〉(1974 年 2 月)。這些文章明顯援引了新批評為方法，甚至後來被認為是「當時給予台灣現代詩

                                                 
98 顏元叔 1933 年生於南京，1956 年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1958 赴美深造，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後，於 1963

年回臺灣大學任教。 

99 參考王梅香，《肅殺歲月的美麗∕美力？戰後美援文化與五、六○年代反共文學、現代主義思潮發展之關係》(臺南：國

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頁 118。 

100 關於古典詩評的部分，主要有五篇：〈析《自君之出矣》〉，《中央日報副刊》1972.7.6~7；〈中國古典詩的多義性〉，

《中央月刊》5 卷 1 期(1972.10)；〈析《江南曲》〉；〈細讀古典詩〉；〈分析《長恨歌》〉；〈音樂的宣洩與溝通──談

《琵琶行》〉；〈現代主義與歷史主義──兼答葉嘉瑩女士〉，《中外文學》2 卷 7 號(1973.12)，頁 3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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壇『第一擊』」，101其所引發的迴響與效應相當可觀，甚至成為史稱「颱風季論戰」的重要事件。就開

疆闢土的意義而言，顏元叔對新批評的介紹、以及現代詩與小說批評在方法上的建立，可以說是貢獻

卓著。總而言之，新批評的引進，一來是意圖矯正主觀的印象式批評與傳統過於重視歷史傳記的外緣

批評，藉此將文學內部的美學結構提升作為批評的重點；二來是針對當時現代主義作品晦澀難懂的現

象，而想要透過文本細讀的手法來分析語言與形式的迷障，而理出一套可以鑑作品好壞的標準。新批

評手法的援引與實踐，將台灣的文學評論帶向另一個新紀元。 

 

 

 

 

 

 

 

 

 

 

 

 

 

 

 

 

 

 

 

 

 

 

 

 

 

 

 

 

 

                                                 
101 蔡明諺，《龍族詩刊研究——兼論七○年代臺灣現代詩論戰》(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2)，頁 105。 



 

 
 
 
 
 
 
 
 
 
 
 
 

Poetry as Protest in Modern Taiwan 
 
 
 
 
 

 

 
Nikky Lin and Shu-jung Chen 

 

On March 18, 2014, in Taipei, a coalition of students and civic groups 

stormed into the Legislative Yuan, Taiwan’s parliament, and occupied the 

legislative chamber. The unprecedented movement, which became known 

as the 318 Student Movement, or Sunflower Student Movement, aimed   

at protesting the government’s forcing through the passage of the Cross- 

Strait Service Trade Agreement with China. The protest movement soon 

gained support from across Taiwanese  society and became the focus of  

a broader concern to protect the island’s democracy. As the occupation 

went on and attracted more attention, the protest movement also became 

a staging ground for the creative energies of participants. Protestors voiced 

their opposition through various art forms. As Taiwanese scholar Chang 

Hsiao-hung notes, there were two types of artistic activities in the move- 

ment: visual and literary works. Art students created posters, paintings, 

and animations, while protesting writers composed poetry and other works 

of literature (Chang 2014). Artists and writers sought to encourage people 

to join the protest activities through their creative efforts. 

This movement demonstrated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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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ature and social action. In fact, Taiwan New Literature (modern Taiwan- 

ese literature) itself was born of a social movement.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social movements has been associated with the 

long-term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aiwan. After the Qing ceded Taiwan to the 

Japanese Empire in 1895, Taiwan was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for 

fifty years until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KMT) took possession of the 

island following World War II. Although Taiwan was seemingly “returned” 
to China after 1945,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omination of Taiwan was 

as severe as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his situation of ongoing 

domination by an internally embedded group, namely, the KMT, is regarded 

as “recolonization” by some scholars (T. Chen 2002: 185–90).1 As litera- 

ture has developed in Taiwan, it has often served as a means of social par- 

ticipation to voice protest and criticism against the government or social 

injustice. 

Although literature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are closely related, few 

studies have dealt with this topic. One reason is that literary study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usually focuses more on literary aesthetics than social 

factors. Moreover, literature that addresses social participation or political 

protests is regarded as serving social or political purposes, which is consid- 

ered detrimental to the aesthetic value of literature. This tendency is more 

evident in poetry and is related to the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to modern 

writing. 

Poetry has its origins in collective human life. It entertains and edu- 

cates, and it also conveys ideas and emotions. Poetry used to be the most 

prestigious form of writing among of the various artistic genres in many 

societies.2 Howev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rinting  technology  and 

the pressures for scientific rationality, prose, a nonverse style that could 

describe things precisely, transcended poetry in status. During this pro- 

cess, the social functions of poetry were replaced by novels and prose. 

The result was that poetry found itself retreating from the public utterance 

 
1.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example is Chen Fan-ming’s A History of Modern Taiwanese 

Literature (2011). He divided the history of modern Taiwanese literature into three phases: 

the colonial period (1921–45), the “recolonial” period (1945–87), and the postcolonial 

period (1987–now). 

2. Whether in Taiwan or China, poetry was not only associated with the attainment of 

social status (such as passing the Imperial Exam in ancient China) but also served social 

functions (such as Jiboyin—a kind of poetry competition). Another form of poetry, folk 

songs, served the purposes of education, entertainment, and expression of thought 

among lay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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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individual’s internal communication (Hough 1991: 312–13), and the 

focus of poetry tended to be on private experience and personal emotions. 

In brief, modern poetry has gradually lost much of its influence in 

society. Hence, even though Taiwanese literature seems closely aligned 

with social participation, modern poetry as a unique literary form is not nec- 

essarily related to protest or social action. To put it differently, how could 

modern poetry, which is prone to be internally oriented, personal, and tends 

to invoke emotions by metaphor and symbol, maintain its aesthetic quality 

while addressing public issues? Protest poetry has served as a battle- 

ground between aesthetic expression and the reflection of social reality. 

This essay examines the voices of protest in Taiwanese literary his- 

tory, especially modern poetry regarding protests. First, we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protests from a relatively broad per- 

spective in an attempt to delineate the poetry of protest. Second, we dis- 

cuss how Taiwanese poets used poetry to express their dissent when faced 

with varying social issues in different eras. The overall aim is to explore how 

poetic voices of protest were formed, how they were articulated, and how 

different voices in different eras functioned on the aesthetic level. 

 
Definition of Protest Poetry 

Although protest is not an uncommon theme in literary works, views 

of protest are diverse.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discussion, a general inquiry 

into the scope and meaning of protest literature is necessary. A few defini- 

tions exist that can help to clarify this issue. John Stauffer defines protest 

literature as the use of language to transform the self and society. Protest 

literature not only critiques certain aspects of society but also suggests    

a solution to social ills. Stauffer goes on to suggest that protest literature 

usually involves three rhetorical strategies to influence its readers: empa- 

thy, shock value, and symbolic action. Empathy invites the reader to feel the 

pain of the victim, while shock value language inspires outrage and a desire 

to correct the ill. Symbolic action encourages dialogue and interpretation 

among readers, starting a social discussion that can help to address the 

target of the author’s critiques (Stauffer 2008: xi–xiii). 

In contrast, James Scully addresses the genre of poetry more 

directly in Line Break: Poetry as Social Practice. He distinguishes between 

protest poetry and dissident poetry. Scully considers most protest poetry 

to be conceptually shallow, reactive, victim-oriented, incapacitated, lacking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oherence, and seldom voicing the active rage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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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lution of oppressed and exploited people. By contrast, dissident poetry 

“does not respect boundaries between private and public, self and other.” 
It breaks silence and speaks for the silenced.” For Scully, dissident poetry 

observes the connection, for instance, between “social empowerment and 

valorization and human definition—that the dominant ideology declares 

that ‘poetry’ must ignore or suppress” ([1988] 2005: 3–4). 

Scully distinguishes between two types of protest poetry in order to 

separate poems that are propagandistic and follow a dominant ideology 

from those that are self-reflective and extend concerns from the individual 

to the public. This essay inclines toward categorizing both protest poetry 

and dissident poetry into a more diverse set of generalized “protest poetry.” 
One could claim that the Taiwanese poetic scene has protest poetry and 

dissident poetry in the sense of Scully’s distinction. The former would be 
that which followed official ideology, such as war poetry and anti-Communist 

poetry promulgated by the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and the KMT 

authorities. Dissident poetry would be that which has served as a voice for 

the silenced and often challenged the government. However, this essay will 

focus on the latter type of protest poetry. 

 
Protest Poetry in Prewar Taiwan 

The Taiwan New Literature Movement started in the mid-1920s. It 

was directly influenced by China’s May Fourth Movement (1919). The pur- 
pose of the Taiwan New Literature Movement was seemingly to replace 

classical Chinese with vernacular Mandarin. However, the intentions of the 

movement also extended to the reform of national character and cultural 

enlightenment. It was catalyzed by several social factors in Taiwan. First, 

Taiwan had been colonized by Japan for nearly thirty years at the time.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Taiwanese elites who had received a modern education 

under the Japanese were beginning to emerge. Confronting harsh Japa- 

nese colonial rule, this new generation of intellectuals—inspired by con- 

temporary liberal and socialist ideas, such as Woodrow Wilson’s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Vladimir Lenin’s colonial revolution, and Japanese 

Taisho Democracy—refrained from adopting armed resistance. Instead, 

they began to call for parliamentary autonomy and campaigned for the Tai- 

wanese Parliament Establishment Petition (1920–34). These intellectuals 

soon discovered that a new culture needed to be created to respond to 

new political situations, and they therefore believed that political revolution 

had to be achieved through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One of the most r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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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ntative examples of this thinking was the Taiwan Cultural Association, 

led by the young leader Chiang Wei-shui. Although this association’s name 

implied a focus on “culture,” it was actually a hotbed of dissident political 

activity.3 The Taiwan New Literature Movement was one of the various cul- 

tural movements that were proposed in this wave of calls for the reform of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addition to this awakening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es in the mid-1920s resulted in the rise of agricul- 

tural and industrial classes in Taiwanese society. However, laborers in the 

new agricultural and industrial classes did not benefit from economic pros- 

perity. Writers’ political concerns were no longer restricted to the question 

of ethnic identity but expanded to encompass the needs of the agricultural 

and industrial classes. As social conditions in Taiwan changed, the focus of 

critical poetry changed also. 

The Taiwan New Literature Movement encouraged attempts to mod- 

ernize the poetic genre.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was not only written in 

classical Chinese but also had to follow certain formal and prosodic con- 

ventions prescribed by tradition. Therefore, the first step toward the mod- 

ernization of poetry was to eliminate the limitations of rhyme schemes and 

tonal patterns, which allowed poets to express their emotions and thoughts 

with more freedom (Yeh 1991: 5-28). Initially, the reform of poetry in Taiwan 

was inspired by romanticism and focused on expression of individual ideas 

and emotions. However, the specific content of these “ideas” and “emo- 

tions” had yet to be deeply considered. Meanwhile, through dissemination 
via Japan and China, the concept of proletarian literature was also intro- 

duced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movement. To poets influenced by proletar- 

ian literature, the free expression of personal feelings and emotion was no 

longer considered sufficient for a poem to be good. More importantly, poets 

had to take social relations into account as well. Thus, when modern poetry 

arose in the 1920s, it was influenced by two leading genres—romanticism 

and proletarian literature. The two literary positions were not necessarily 

irreconcilable, as their ideas and techniques often influenced one another. 

Lai Ho’s poems are the best examples: 

 
3. The Taiwan Cultural Association, founded in 1921, was involved in important politi- 

cal activities, including campaigning for the Taiwanese Parliament Establishment Peti- 

tion, launching Taiwan People News to promote the vernacular Chinese, and organizing 

the seminars and speeches to introduce democratic enlightenment thought to common 

people. 

53



 

130 boundary 2 / August 2018 

 

Sacrifice under awakening, 

Resolutely offering sacrifice 

Oh, how admirable they are! 

They honestly accepted 

And turned this uncompensated sacrifice 

Into a proof of great glory 

(Lai [1925] 2004: 165)4 

Lai Ho, who is now known as the “Father of Taiwan New Literature,” 
published his first poem in free verse, “Sacrifice under Awakening,” in Tai‑  

wan People News in 1925,5 just as new literature was fighting against clas- 

sical literature and writers began to experiment with the use of vernacu- 

lar in literature. This poem describes the Erlin Sugarcane Farmers Incident 

of October 1925. This historical confrontation occurred when sugarcane 

farmers protested against the sugar company’s monopoly on and long-term 

suppression of prices paid to farmers for their sugarcane crops. It was also 

a reaction against the company’s control over fertilizer rationing. During the 

demonstrations, the police sided with the sugarcane company, triggering 

an escalation of the conflict. The Erlin Sugarcane Farmers Incident not only 

initiated a series of farmers’ protest activities, but it also marked the start of 

intellectuals’ involvement in the labor and farmer movements (F. Chen 2011b: 

68). “Sacrifice under Awakening” clearly embodies two major features of 

protest poetry. The first feature is the perception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injus- 

tice, which leads to an “awakening.” The second feature is the awareness 

that protest might end in “sacrifice.” Of the approximate 300 farmer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demonstration, 93 were suspected of sedition, and 25 

were sentenced to prison terms (Ye 2000: 578–79). When Lai Ho wrote 

“Sacrifice under Awakening,” the sentences for the arrested protestors were 

still uncertain. However, he understood that many people would be forced 

to give up their freedom or even their lives as a result of their actions. Lai Ho 

recognized and appreciated the farmers’ “uncompensated sacrifice.” 
In his poem, Lai Ho evoked readers’ sympathy for the actions that 

led to a “Sacrifice under Awakening.” He portrayed a series of images that 

 
4. All translations are the authors’ unless otherwise indicated. This translation is based 
on Taiwan Literature: English Translation Series 15. However, in order to be closer to the 

original meaning, the translation of the title has been changed from “A Resolute Sacrifice” 
to “Sacrifice under Awakening.” 
5. Lai Ho wrote “Sacrifice under Awakening” on November 13, 1925; it was officially pub- 

lished on December 20,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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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w contrasts between humility and power, human sorrow and an inexo- 

rable spirit. He emphasized the farmers’ desperate actions to heighten the 
emotional impact on readers: 

Cries and tears cannot compare 

With turbulent air and springs flooding creeks 

and, ultimately, will only prove futile. 

Winds will die down, and springs dry up, 

Though life at its close 

Turns out to be just as worthless 

(Lai [1925] 2004: 166) 

Lai Ho’s contrasting images elevated the poem beyond mere verbal shout- 

ing and grief to an aesthetic level. In this long poem with nine stanzas, he 

adopted a specific point of view—that of farmers. By doing so, he went 

beyond his personal lamentation and resentment to express the grief and 

indignation of the whole class. The poem also lucidly registered his protest 

against wider issues of colonial governance and capitalism. 

Lai Ho not only supported farmers but also wrote about the plight of 

indigenous peoples. “A Mournful Song of the South” describes the Wushe 
Incident of 1930.6 The poem was published in the Taiwan New People News 

in April 1931, six months after the incident. Due to the censor’s interven- 

tio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poem was deleted and was not published until 

after World War II. This poem begins with a flashback of the event. It first 

describes the devastated village immediately after the conflict, and then it 

depicts the course of the incident. Again, Lai Ho regarded this incident as 

motivated by an awakening: 

The action could make their race extinct, 

And that, of course, they had long realized. 

 
6. On October 27, 1930, Mouna Rudao, the chief of the Seediq tribe of Taiwanese Aborigi- 

nals, led over 300 warriors to attack the elementary school in Wushe, a mountain area in 

central Taiwan, where hundreds of Japanese had gathered for a sporting event. Killed in 

the raid were 134 Japanese and 2 Han Taiwanese in kimono. This planned and seemingly 

brutal attack was triggered by harsh Japanese rule. Indigenous tribes had experienced 

the loss of their lands, the exploitation of their labor, and the mistreatment of their women. 

The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quickly responded with military action and used mod- 

ern weapons to crack down on the rebellion. According to the official Japanese records, 

more than 600 indigenous people were killed (including 296 who committed suicide) and 

over 700 were captured or surrendered in two months. The suppression of the revolt 

almost caused the extinction of the Seediq tribe (Roy 2003: 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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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they ended, determined to go toward extinction, 

And the reason does not permit wild speculation. 

Who would dare to say they were barbarous and ignorant? 

(Lai [1931] 2002: 125)7 

Lai Ho’s grave foreshadowing invested this incident with a feeling of 

sympathy and sorrow. The indigenous people knew that resistance to the 

government might lead to the complete destruction of their tribe, but they 

nonetheless fought for human rights and decent living conditions. Awaken- 

ing is the recurrent theme of Lai Ho’s poetry and reflects his intent to reveal 

society’s ills and to change them. The “awakening” in his poetry exists 

mainly in the tension between old and new, the colonizer and the colonized, 

the dominant and the dominated, and the centered and the marginalized. 

Therefore, the “awakening” that he intended to accentuate was informed 

by the evils and injustices that stemmed from rapid changes in society dur- 

ing a time of modernization. The poet’s purpose was to seek actions that 
could lead to reforms. Lai Ho’s protest poetry generally includes elements 

of empathy, shock, and symbolic actions, and the targets of his protest 

were specific. His poetry describes ethnic and social movements that actu- 

ally took place. 

Lai Ho used symbolism and contrast to embody abstract emotions, 

demonstrating his efforts to reform artistic language. His protest poetry 

exhibited an intense tone and strong emotions, and much of his work often 

took the form of an emotional call to arms against the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Mostly, Lai Ho’s poetry continued to reflect the strong roman- 

tic influences of early modern Chinese poems. 

As mentioned above, Taiwan began to industrialize in the 1920s. 

Due to military demands in the 1930s,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in Taiwan 

switched its focus from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industrialization. During 

this period, the expans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maturation of pro- 

letarian literary theory also gradually changed the theme of new literature 

from cultural enlightenment to the plight of the proletariat. As a matter of 

fact, literary works crea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roletariat became 

more common after the 1930s and contributed a great deal to the develop- 

ment of literature in Taiwan. 

No matter how hard we work 

Our pockets are always empty 

 
7. The translation of this poem comes from Taiwan Literature: English Translation Series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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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m a magician 

Here comes the sound of coins 

There goes the sound of coins 

I feel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a factory 

Undoubtedly is delightful 

Once a factory is built 

I tremble 

Because factories are the devil’s den that preys on us 
They never defend us 

(F. Lin 1936: 44) 

This poem was written by Lin Fangnian in Japanese in 1936. It 

describes laborers’ contradictory feelings towar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specific “event” he reflects on in this poem is the construction of a fac- 

tory. The narrator, “I,” is a factory worker.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rep- 

resented by “the construction of a factory” should be “delightful” because  
it brings the chance to alter the traditional rural pattern of life and pro- 

vides work opportunities. However, the “I” feels uneasy because the life of 
laborers is not necessarily improved by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per- 

ception of “I” in the poem is that factories “do not defend us” but are rather 

a “devil’s den that preys on us.” Although words such as capitalist and 

exploitation do not appear in the poem, the description “Here comes the 
sound of coins / There goes the sound of coins” indicates that laborers’ 
incomes were not always proportional to their hard work. Hence, the real 

“magician” the poem refers to is capitalism under the colonial system. 

This poem is similar to Lai Ho’s protest poem about the Erlin Sugar- 

cane Farmers Incident. Both poets stood on the side of the disadvan- 

taged. Lin Fangnian inserted himself into social relations in an attempt to 

reveal the material bases that trigger individual emotions. In other words, 

although this poem expresses personal emotions, the “I,” as the sensing 

subject, recognizes the social system that causes the emotions. Proletar- 

ian literary tendencies like those manifested in the poem above signifi-  

cantly changed Taiwanese poets’ expressive methods in protest poetry in 

the 1930s. Therefore, in addition to venting emotions, protest poetry also 

carves out a space of reflection and points toward specific practical steps for 

social movements, such as the replacement of capitalism with socialism. In 

other words, the poem not only awakens feelings of sympathy and shock in 

readers but tackles the issues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labor relations 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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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talism. Furthermore, it prompts readers to deliberate over the dialecti- 

cal interchange betwee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uman existence. 

Not all Taiwanese protest poetry was as sharp and direct as above, 

however. Take, for example, “Thoughts,” written in 1935 by Wu Xinrong: 

Poets with no language, 

If singing means the world to you, 

Then sing more along the way. 

Don’t write too relentlessly, though, 
It’s too much to ask of you. 
Gorky instructed his people 

Poets should learn the semantics of Slav. 

Poets with no language, 

Please know that Tagore sang with mellow elegance 

About the philosophy of leisure in India. 

(Wu 1936: 34) 

In this poem, Wu Xinrong quotes Maxim Gorky—who famously said 

that a poet is obliged to refine his own language—as well as another poet, 

from India, Tagore, who composed acclaimed verse in his native Bengali. 

The former was considered to be a spokesman of the proletariat, whereas 

the latter was regarded as a leading voice for colonized people. By referring 

to the two poets, Wu Xinrong implies that Taiwanese writers were deprived 

of their native language and suggests that even an oppressed people 

needs to voice their thoughts and emotions in their own language. Although 

his work was neither as poignant in protestation as Lai Ho and Lin Fang- 

nian’s poems, nor was it about a certain political incident, Wu’s poetry still 

expressed rejection of the dominant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Taiwan in the 

1930s. At that time,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was widely encouraged 

in Taiwan, and it posed a serious threat to the survival of Taiwan’s indige- 

nous languages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Many intellectuals began to be con- 

cerned about how to preserve the various native languages and local cul- 

tures of Taiwan. Meanwhile, Taiwan’s political nationalism crumpled under 

the colonial government’s suppression around the same time. As a result, 
the energy of political struggles shifted to the cultural domain (Wu 2006: 

127). Put differently, the realm of culture, particularly literature, became an 

extension of the political movement against colonization. This atmosphere 

motivated polemics over Taiwa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lasting four 

years and involving most established Taiwanese writers (S. Chen 2004: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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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olemical discourse concentrated on two issues. First, which 

language should authors use to create their literary works? Second, what 

should the subject and content of literature be? With regard to language, 

many writers came to realize that only native languages could faithfully 

convey their inner emotions and thoughts to readers. The supporters of 

nativist literature asserted that writers should write in a Taiwanese vernacu- 

lar, which was most often Taiwanese Hokkien, and think more about the 

audience they were writing for. But most writers understood that writing in 

the Taiwanese language involved the complicated issue of transforming a 

hitherto mainly spoken language into a written one. After lengthy and ardent 

debates, most agreed that the literati should focus their writing on Taiwan 

and the Taiwanese people. They also contemplated how to imbue their lit- 

erature with distinctive Taiwanese characteristics in order to make Taiwan- 

ese literature rank among so-called world literatures, the world’s national 
literatures, which writers were increasingly becoming aware of (Lin 2012). 

This polemical branch of Taiwanese literary discourse should be 

considered an expression of cultural resistance to the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s assimilation policy that sought to position Taiwan and com- 

mandeer its cultural identity to serve imperial needs. Needless to say, lan- 

guage, a collective creation of an ethnic group, is no less than a repository 

of the collected cultural wisdom of a group over time and should be viewed 

as an essential part of cultural identity. Ironically, Wu wrote “Thoughts” in 

the colonizer’s language, Japanese. This shows the dilemma that a whole 
generation of writers faced, as many poets in the 1930s expressed their 

dissident opinions using the colonizer’s language. Viewed from this per- 
spective, the warnings issued in Wu’s poem should be taken as reminders 

as well as reflections and questions. Wu Xinrong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thinking,” indicating that even if the poets had lost their own language, 

they should not lose their thoughts. 

In the 1940s, with the outbreak of the Pacific War, the colonial gov- 

ernment placed stringent controls on speech, and it was nearly impossible 

for the public to stage mass protests against the government or establish- 

ment. This gave rise to a paradoxical aspect of protest poetry. Such poetry 

originated from social ills or political injustice and could only exist in less 

stringent circumstances. On the whole, protest poetry was at its peak dur- 

ing the 1930s, when cultural creation replaced political struggle and became 

the realm of colonial protest. At that time, imperialism and capitalism were 

two major social forces, and thus “nation” and “social class” became two 

major topics of protest poetry. As a result, protest poetry clearly addr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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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 privileged groups, such as farmers, laborers, Aboriginals, and ordinary 

Taiwanese people who were deprived of their mother tongue and native cul- 

ture. While novels or prose can provide plots to outline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disadvantaged, the succinct and concise nature of poetry evokes emo- 

tions through images and symbolism, thus arousing the sympathetic feel- 

ings of readers and triggering their contemplative exploration. 

 
Protest Poetry in Postwar Taiwan 

Japanese colonial rule came to an end after World War II, yet eman- 

cipation did not come as the Taiwanese had anticipated. After the war, the 

KMT government from Mainland China assumed control of Taiwan. The 

corruption, lack of efficiency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caused by fifty years of separation led to a large-scale protest on February 

28, 1947. The KMT government suppressed the protest with soldiers and 

lethal force. Afterward, the bloody crackdown came to be known as the 228 

Incident.8 The island’s desire to rejoin its supposed Chinese motherland 
withered, and the massacre remained a traumatic memory in Taiwanese 

society. In addition, after being expelled from Mainland China in 1949, the 

KMT government declared Martial Law in Taiwan, which lasted almost forty 

years, from 1949 to 1987. Under this unprecedented period of Martial Law, 

Taiwanese citizens were deprived of many freedoms, which immensely 

impacted the literary field. 

Literature in 1950s Taiwan was dominated by state-sponsored anti- 

Communist literature. However, in the meantime, modernism, which was 

characterized as showcasing “progress,” “modernity,” “freedom,” and “anti- 
Communism,” was tolerated by authorities, since Taiwan was officially pro- 

American and modernism was deemed by the PRC Communist Party to be 

a decadent bourgeois genre and was banned.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8. The 228 Incident started from a confrontation involving a woman who sold cigarettes 

illegally and enforcement agents of the Tobacco Monopoly Bureau and policemen. The 

agents wanted to confiscate the woman’s money and goods, but she resisted and was 
struck in the head. A crowd gathered while the forty-year-old widow begged the officers 

to return her cigarettes and money. A gun was fired in the chaos, and one bystander 

was killed. A riot then escalated into an uprising that spread across the island in protest 

against the KMT government’s corruption and economic mismanagement. The KMT gov- 

ernment soon brought a large number of troops from Fujian to crush the rebellion. The 

troops then killed a large number of common people and Taiwanese elites. The exact 

death toll and truth of the events are still not clear because of a subsequent KMT cover- 

up and long-term political dominance (Roy 2003: 6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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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 poets could either write propagandistic anti-Communist poems 

or take on an individualistic and self-proclaimed apolitical stance inspired 

by Western modernism in order to avoid state censorship. In this way, Tai- 

wanese modernist poetry came to accentuate language innovation and 

emphasize the exploration of one’s inner self. 

Modernism reached its peak in the 1960s. However, under high- 

handed political manipulation and the emphasis on “art for art’s sake,” 
there was no room for protest poetry. Nevertheless, Taiwanese poets used 

indirect and obscure expressions—in other words, symbolic and surrealis- 

tic techniques—to convey the isolation and absurdity they felt by living in 

such a constrained society. “The Pigeons” exemplifies this style: 

I held my unclenched right fist tightly in my left hand. The fingers 

slowly relaxed in my palm, but could not be straightened completely, 

managing only slight twists. Sigh! The innocent hands forced to work 

after having worked, to kill after having killed. What a poor state 

you’ve ended up in, like a wounded sparrow. In the hazy skies, a 
group of pigeons flew past. Do they fly alone or in pairs? . . . 

No sparrows were left in the bleeding skies. They lie against each 

other, trembling; yet workers must keep working, killers could end up 

killed. My innocent hands, now I shall hold you high. How I wish to 

let you both loose from the shackles of my arms like a pair of healed 

birds. (Shang [1966] 2009: 78–79) 

The modernist poet Shang Qin, famous for his surrealism, and one 

among thousands of soldiers fleeing to Taiwan with the KMT government in 

1949, wrote “The Pigeons” in the form of a prose poem. As a low-ranking 

military serviceman, he was subjected daily to scenes of violence. His 

poetry intimates an inner conflict between state violence and human sensi- 

tivity. Shang uses two recurring images, the “hand” and the “bird.” The first 

stanza shows a tension between two hands that are aggressive and violent 

toward each other. But in the second and third stanza, the hands gradu- 

ally release the tension, and they start caressing each other after realizing 

that they are in fact both “the innocent hands forced to work after having 
worked” and that “kill after having killed.” The “birds” are transformed from 
an eagle, to a sparrow, to a pigeon, with each symbolizing aggressiveness, 

fragility, and peace, respectively. The “hands” and “birds” are on parallel 
narrative lines in the first three stanzas and are finally combined in the last 

part of the poem, where upraised hands and flying birds indicate the poet’s 
desire to free himself from the imprisonment created by the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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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oem does not point to any concrete social phenomenon, nor 

does it speak of any actual incidents. It is not a clearly defined protest poem. 

However, “The Pigeons” employs a series of metaphors and monologues 
to highlight the themes of freedom and constraint, as well as the anguish of 

the time.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the modernist poetry that was prevalent 

in the 1950s to 1960s contained these obscure expressions. Modernism 

had once served to broaden aesthetic dimensions and the scope for writing 

poetry in Taiwan, but it was later criticized for its escapism and ignorance 

of social reality. Superficially, it appeared that modernist poetry ignored 

political or social injustice; however, this did not mean there was a lack of 

protest. Chen Fan-ming analyzed the histor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and 

proposed two forms of literary protest, namely manifest and latent protest. 

The former targets tangible power interventions and institutional oppres- 

sion, while the latter addresses the cultural and spiritual violence against 

people, thus expressing the pursuit of spiritual exploration and liberation 

(F. Chen [2002] 2011a: 186–87). In “The Pigeon,” Shang Qin did not directly 

mention the political establishment but used the eagle, pigeon, sparrow, 

and hand as metaphors to express his agitated state of mind over political 

detentions and violence as well as his wish to escape the current situation. 

Without doubt, this writing is another form of protest. 

The KMT’s oppressive rule faced huge challenges in the early 1970s, 

declining in status amo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ollowing its forced 

withdrawal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As the KMT lost legitimacy, and as 

hopes of recovering Mainland China faded, the Taiwanese people began to 

face the reality of a long-term, virtually independent existence on the island 

of Taiwan in a more serious way. This led to a resurgence of democratic 

movements. A series of economic policies (mainly aimed at export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and rising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1960s caused 

Taiwan to undergo rapid economic growth and industrialization. Taiwan’s 
shift from an agricultural to industrial economy resulted in unprecedented 

internal migration as well as the destruction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ll 

of these changes accelerate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movements and 

deeply affected the worldview of Taiwanese writers and poets. 

The rise of democratic movements triggered not only political reform 

but also the creation of a “political literature” that criticized the government 
and authority (Meng 1998: 159). As a branch of literature, political poetry 

gained momentum in the 1980s as writers started to criticize the KMT dic- 

tatorship and contemplate the meaning of social justice. This trend made 

intellectuals rethink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228 Incident, which had be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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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pressed collective trauma for the Taiwanese. The 228 Incident had long 

been taboo, and information about the violent episode was covered up in 

intervening years. This wa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in which poets made com- 

mitted efforts to write about the 228 Incident. In particular, several poets 

focused attention on the event, causing a resurgent interest in it, and they 

expressed regret over its unsettling memory. In “February,” Chen Li writes, 

Gunfire dies away in a flock of birds at dusk 

shoes of the father missing 

shoes of the son missing 

the footfall returning in every bowl of gruel in the morning 

the footfall returning in every washbowl in the evening 

the black hair of the mother missing 

the black hair of the daughter missing 

resisting a foreign nation while under the rule of the foreign nation 

violation by the fatherland while in the embrace of the fatherland 

(L. Chen [1989] 2002: 137)9 

This poem employs a series of everyday images to create a contrast 

to the horrendous incident. The anonymous missing people depicted in the 

poem were fathers, sons, mothers, daughters; anyone might have easily 

encountered them on the street or in their neighborhoods. Although they 

disappeared after gunshots, they were still loved and memorialized by their 

family members and friends. The missing would appear again and again 

at the dining table, at bath time, or simply whenever their family members 

thought about them in grief. This poem is written in a soft, tender voice, with 

only two lines of bitter protest: “resisting a foreign nation while under the 

rule of the foreign nation / violation by the fatherland while in the embrace 

of the fatherland.” Both lines place personal tragedies in a wider context so 

that readers can discern the lies and absurdities told by authorities and the 

government. Poets revealed the truth that many of the victims who died in 

the 228 Incident had also revolted against Japanese colonialism. The irony 

here is that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ew “mother/father country” 
and a colonial power. 

The democratic movements of the 1970s not only challenged limits 

on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but also prodded poets and writers into ques- 

tioning and responding to concrete social problems. Various voices from 

the periphery, suppressed by the grand narrative of Chinese nationalism, 

 
9. The translation of this poem comes from Taiwan Literature: English Translation Series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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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s surfaced. The poet Lin Hengtai, who famously referred to writers like 

him, who grew up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nd began writing 

in Chinese after the war, as the “translingual generation,” started to write 
political poems in the 1980s. “One-Party System” is a short poem in which 
a toy piano is used in an allegory to describe a government that has no tol- 

erance for dissident voices: 

the toy piano 

on the table 

has only 

white keys 

black keys 

all having only 

one sound. 

(Lin [1989] 1996: 79) 

“Power,” another protest poem, uses no metaphor: 

Where does power come from? 

No need to swear, nor to burn oneself. 

No need to kill one another nor to bleed . . . 

Where does power come from? 

No need to do anything other than 

Saying gently yet firmly 

No! 

(Lin 1987: 34–35) 

“Power,” written in the 1980s, suggests nonviolent resistance or civil 

disobedience to authority by simply saying “No.” With plain language, the 

refrains of “Where does power come from?” and “No” are repeated in the six 

stanzas. The repetitive rhythm of the poem stresses the protesting theme 

and intensified emotions. Moreover, it resorts to imagery of “burning,” “kill- 
ing,” and “bleeding” to awaken the readers to the fact that many people 
have died in the process of fighting for democracy. In addition, the poem 

mentions the actual action of protesting. Overall, the content of this poem 

is more skillfully presented because it avoids the common protest poetry 

problems of vague sloganeering and excessive sentimentality. The use of 

repetitive rhythms and rational argument makes protest more profound. 

Aboriginal people in Taiwan have also existed on the social periph- 

ery. They have lived on the island much longer than people of other ethnic 

backgrounds, such as the Han people. While they have a long history, 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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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and oral literature, their lives have been more difficult than the 

native Taiwanese and migrants from Mainland China. They were crowded 

out from their lands by the Han people and became disadvantaged politi- 

cally, socially, and economically. Regarding indigenous literature, besides 

Lai Ho’s “A Mournful Song of the South,” which commemorated the Wushe 

Incident, there are few written literary works created by Aboriginals. In   

the 1980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global movements on Aboriginal culture 

revitalization, Taiwan initiated its own Aboriginal movement. This movement 

awakened the self-identity of the Aboriginals, who expressed anger at being 

called “barbarians” and protested the loss of their land and other rights. 

Along with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indigenous literature also emerged. 

Aboriginal scholar Sun Da-chuan (Paelabang Danapan) has stated that 

since the 1980s, triggered by self-motivated social and political protests, 

indigenous youths have started to use literary works to voice their frus- 

tration and anger (Sun 2002: 121). Mo Naneng, the most renowned poet 

among them, is from the Paiwan tribe. As a member of the underclass, like 

other young people from his tribe, Mo left his tribal lands and tried to find a 

job in the city. Due to his visual impairment and poor physical condition, he 

was rejected by mainstream society and worked as a masseur. The hard- 

ships and injustice imposed on him urged Mo to begin writing poetry, and 

he eventually published his first Mandarin-language collection of poems, 

The Beautiful Ears of Rice. This collection reflected the difficult situation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 and conveyed the injustices they suffered at the 

hands of society. Pu Chung-cheng (Pasuya Poiconu), a professor of indige- 

nous literature, has stated that Mo Naneng’s poetry is “full of unyielding will 

and strength for engaging in combat. His poems were recited loudly in 

the streets in Taipei, and Mo Naneng, with a white stick in his hand, was 

never absent from street protests” (Pu 2009: 826–27). The first poem in 

The Beautiful Ears of Rice is “Restore Our Names,” an acclaimed poem 
among many other poems by indigenous people: 

Our names were lost 

In our identification cards. 

Selfless view toward life 

Was swinging like a pendulum in the scaffolds at the construction 

site. 

Lingering over the ship breaker, mining pits, and fishing boats, 

Solemn myths 

Have become clichéd soap opera on 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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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morality was trampled in 

The brothels in dark alleys. 

Masculine valor and feminine tenderness 

Calmed down with the bell of the church. 

What do we have for now? 

(Mo 1989: 12–13) 

This stanza accurately describes many aspects of the dire predica- 

ment of indigenous people: their names in their mother tongues could no 

longer be used officially; their jobs were the most dangerous and physical; 

their culture became a commodity in the mass media market; their under- 

age girls were sold as prostitutes; and their life expectancy came to be less 

than the average population. Mo created these poems using oral narra- 

tives, which invoked his native people’s feelings. By reflecting the situations 

of Aboriginals, he accused the Han-centered value standards and institu- 

tions of destroying the dignity and autonomy of the Aboriginals. The opposi- 

tion voice, initiated by Mo’s poems, later converged into a strong force and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society. In August 1994, the National Assembly 

passed an amendment in which “mountain fellowpeople” was changed to 

“indigenous people,” and this was the first step toward Aboriginals gaining 

full rights as citizens. 

Since Martial Law was lifted in 1987, Taiwan has become a freer 

country. Since the 1990s, various social movements have emerged, involv- 

ing a wide range of themes, including protests for human rights, the rights 

of farmers and laborers, gender equalit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cul- 

tural conservation. Among these,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were closely 

linked with literature and helped to create the subgenres of nature writing 

and eco-poetry. From the 1960s to the 1980s, the government’s policy of 
increasing industrial productivity led to massive land exploitation. These 

long-term policies lack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the ensuing envi- 

ronmental hazards had a harmful effect on society for the next twenty 

years.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came to the fore in the 1980s (Y. Chen 

2004),10 and, by the 1990s, writers were taking an interest in eco-poetry, 

which focused o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of Aboriginal tribes and ecologi- 

cal changes (Lue 2011: 37). 

 
10. Bello and Rosenfeld (1990) also point out that the blind pursuit of economic growth 

across Asia’s 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has led to large-scale disaster,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ver the last decades in Taiwan has brought an environmental nightmare 

to the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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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2010, artists in Taiwan issued a petition against the Kuokuang 

Petrochemical  Project,11  a  high  energy  and  water  consumption  naphtha 

cracker plant to be built along the western coast of central Taiwan. Chen I-

chih’s “Wetlands along the Beach” imitates the style of Dufu, a renowned 
poet in the Tang dynasty. 

Tens of thousands of acres of wetlands and muddy banks spread 

out 

They are a gift from heaven 

Protected by Gods of the Sun and the Moon 

Six kilometers from the coastline 

Wangkong at the North, Dacheng at the South, 

Both embracing the wetlands that stretch ahead 

(I. Chen 2011) 

These wetlands are blissful lands that contain a diversified ecological sys- 

tem. In the latter part of the poem, the poet further criticizes the govern- 

ment policies and mind-set of the people on the island, where economic 

development takes precedence over the environment: 

A large belt of forests was raped. 

A long stretch of coastline was polluted. 

Naphtha Cracker No. 1 and No. 2, the petroleum 

CNPC in Linyuan, the petroleum 

.   .   .   .   .   .   .   .   .   .   .   . 

From the South to the North, all about petroleum. 

Our hearts, lungs, visions, and desires, all petrified. 

(I. Chen 2011) 

The incisive term petroleum placed after the refinery plants and 

selected site for the Naphtha Cracker No. 8 project serves as a sharp con- 

trast to the natural beauty of Fangyuan. The Chinese term for petroleum lit- 

erally means “lithification” or “petrifaction.” The poet uses the double mean- 

ing of the term to accuse the petrochemical project of destroying the beauty 

of the western coastline, harming human health, and petrifying the vision 

and desires of people. With the efforts of Chen I-chih and other artists and 

poets, the Kuokuang Petrochemical Project was called to a halt, as it failed 

to pass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in 2011 (Ho 2012). 

 
11. A note on translation: in Chinese, the word petrochemical literally means “turning into 

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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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Tonight, strangers like you and I become a diverse family 

Tonight, we are willing to be violent mobs for love 

Like those farmers protesting on May 20 

Like those students standing in Tiananmen Square on June 4 

Like those holding Formosa as their horns 

Like those violent mobs changing the world with the wild lily and 

jasmine 

Like Cheng Nan-Jung using self-immolation as a weapon 

But tonight, we do not burn ourselves 

We light up this extremely cold winter night 

So that summer will come to us by next dawn 

(Hung 2015: 220)12 

Social movements often produce literary works that may last for 

generations as a testament to their struggle. Poetry, among all genres, is 

the best medium for conveying emotions, dreams, and even traumas. Hung 

Hung wrote “A Song for the Violent Protesters” for the 318 Student Move- 

ment in March 2014. When students and citizens rushed into the legislature 

and occupied the chambers there, the media and politicians called them 

“mobs.” Hung Hung turned the “mob” label into a marker of identity that 
protestors could be proud of, and his poetic work connected this move- 

ment with other major protests that resulted in great changes in Taiwan and 

other places in the world, such as the Formosa Magazine Incident, the 520 

Farmers’ Movement, the 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 of 1989, the Wild Lily 

Student Movement, the Jasmine Revolution, and campaigns for same-sex 

marriage. This poem resonated with the public at that time and reflected 

the collective mind-set of the 318 Student Movement. 

The ultimate goal of protest poetry is to change society, and chang- 

ing society starts with changing individuals. In his foreword to American 

Protest Literature, Stauffer quotes W. E. B. Du Bois, who said the effect  

of protest literature is to “let the opposition know where you stood on an 
issue,” so that even if the effort fails at the time, the protests remain effec- 

tive because “you had staked out your position.” Stauffer goes on to note 

that, “by empowering its author [protest literature] is an antidote to shame, 
passivity, and submissiveness” (Stauffer 2008: xvi). 

 
12. This poem is translated by Lin I-fan. https://globalvoices.org/2014/03/22/a-poem-for 

-congressoccupied-protesters-in-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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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other hand, protest poetry is a form of critical inquiry and an 

act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hence, it tends to respond strongly to social 

injustice and expects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within a short amount of 

time. As protest poetry appeals to readers and listeners with strong emo- 

tions and reactions, it often loses the profundity of thoughts or emotions. 

Despite that, the efforts of encompassing criticism and artistic attributes in 

protest poetry can still be seen. Although the target of the protest may no 

longer exist, the beauty and aspiration of the poem live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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