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客語創作文學 

現階段台灣客語文學發展的觀察 

◎黃恒秋 
 

前言：從傳統探尋未來 

 

客家族群有自己的歷史、有自己的文化與族語，就必然會產生自己

的文學與作品，這種文學作品的出現，自有其內在與外在的條件相互促

成。所謂的客家文學有兩種，一是作家的「書面文學」，二是「民間文

學」，皆有不同凡響的表現，它們跟客家文化生活的樣貌是息息相關的。 

論述台灣客家的發展與變遷，必須觀察其族群運動的動機、過程與

結果，圍繞在「母語文化」的課題，近二十年的歷程中引發很大的關注，

其中被經常考量、描述的情景有七： 

一、過去客家人刻板印象是封閉、保守的一群，具有較深的群體（家

族）精神的一致性。現代化的客家對社會的影響性是加大了力

度？或改變了族群的性格來從事民主運作，相當值得探究。 

二、跟隨時代演進，傳統客家多被認為重視家鄉、宗親的家國思想，

也就是客家人的認同意念較強，原鄉意識比較濃厚，因而訴求跟

『落地生根』的在地化運動是否有阻礙，甚至格格不入？這是否

意味著是判斷『客家』人的一項指標？呈現了正反力量的拉扯。 

三、客家人的危機出現的比例是以文化教育為首要的因素，在多元

文化中客家『非主流』的文化角色，是否繼續邊緣化？或放棄族

群身份向主流社會輸誠？這中間透露出如何的訊息？ 

四、客家菁英的出現與言行，是否以爭取客家族群權益為前提？或

者是以個人出色的表現藉「客家」之名來行使，這一來一往之間

擁有巨大的差異性，應當如何標示其言行的正當性與合理性？ 

五、以族群關係而言，周邊族群是關鍵性的合作又競爭的關連，兼



 
有水乳交融的鄰居關係，但又有相互制衡及壓迫的作用，因此他

們在共同生存的土地上，是否仍有類似墾殖時期的分類械鬥、排

擠等集體行為，這對社會發展的制約有沒有急迫性？ 

六、從農業經濟型態的客家莊到當今分散發展的客家「方言島」，客

家人走向工商服務業的生存方式愈來愈多，但做為一個少數族群

來說，客家人投資理財的「本錢」何在？是依靠傳統勤勞奮鬥的

精神，或採取自由開放的方式顛覆客家做「轉型」？實在頗堪玩

味。 

七、山區經濟型態的梳理與提振。客家住區的傳統經濟作為，跟隨

交通、資訊流通的發達逐漸改變，以農林維生的生產模式無法承

載城市化建設的需要，接受支配的態度扭轉為「反支配」的衝撞，

這將是很大的考驗。 

其實台灣客家研究就是發現問題與累積成果的工作，有歷史背景的條件

也有現實利益的謀求與分配，兩者密不可分而呈現各取所需的現象。 

 

客家社會活動及其呼應 

 
    根據客家族群運動的相關論述，認知台灣客家存在的基本問題，可

以分為異化、內化、深化三個層面來分析，將客家歷史社會活動中的因

果關連，以及產生的深遠影響，列出如下： 

 

一、「異化」客家的境地 

從傳統客家來看，包括客家話、客家民俗、客家飲食等的特殊性，

經常被周邊族群視為稀奇古怪、很難理解的東西，這就是呈現「異化」

客家的境地；一種約定俗成的刻板印象與觀感，將客家勤儉持家、刻苦

耐勞精神看做「理所當然」的少數族群求生存之道，正因為此種緣故，

久而久之將客家族群「非我族類」的識別清楚界定，相互區隔又競爭，

彼此之間得不到有利資源的挹注和協助而只能自求多福，很容易被大社



 
會孤立或保護起來。 

 
二、客家「內化」的行為模式 

當客家被他族視作異類，原本屬於客家本身的優點及特色，迅速

凝聚在一起變成防護或遮掩自我族群的「保護色」，並將傳統優越感的

自大（例如炫耀某某英雄偉人為客家人），以及面對大環境的無奈轉化

為自卑（例如客家話聽懂的人不多），成為客家「內化」的行為模式，

不自覺地隱藏身份，甚至避免參與公眾事務，以免引發議論，當受到打

壓、欺侮也隱忍吞聲，容易滿足於現狀。 

 

三、「深化」客家的效益 

為了提昇客家地位，改善傳統刻板印象，客家菁英站出來並積極介

入公共政策，大大提高客家能見度與影響力，這是「深化」客家的文化

延伸與社會效益的作為，因此必須動員或號召客家鄉親加入行列，展現

族群特質與發出聲音，在新世紀裡繼續扮演壓力團體或模擬時代英雄的

角色，來增進客家的主體性建設，進而得到公部門奧援或設立公部門執

掌客家業務，可以視為客家運動的成就。 

由此三個層面來看，向客家族群運動相呼應的重要現象之一，台灣

客家文學的主體性也在九○年代以後日漸鮮明。透過鍾肇政、羅肇錦、

黃恒秋、龔萬灶等人的持續投入，一本本帶有開創性的著作相繼出版：

第一部客語詩集《擔竿人生》（黃恒秋著，一九九○）、《客家台灣文

學論》（黃恒秋編，一九九三）、《客家台灣文學選》（鍾肇政編，一

九九四）、《客家現代詩選》（龔萬灶、黃恒秋編選，一九九五），第

一部全面介紹、論述客家文學變遷發展的《台灣客家文學史概論》（黃

恒秋著，一九九八）、客語童詩集《第一打鼓》（馮輝岳著，一九九八）

等，或從理論建構、歷史脈絡，或從作品評選、詩歌創作等不同角度，

探掘、呈現並實踐客家文學的審美及藝術表現。可以說二十世紀的最後

十年，客家文學有了一次全面性、本質性、涵蓋理論與創作層面的反省



 
與實驗，讓客家文學仍將會是台灣文學重要的組成之一。 

 

客語文學的階段性發展 

 

台灣文學史上的客家作家很多，成就了不少經典作品。「客家文學」

一詞的提出，與台灣解嚴前後本土意識高漲、台灣整體文學（包括福佬、

客家、原住民）思考的強化與深化有關。它既有自己獨特清晰的面貌，

同時又與台灣文學同步前進，共同建構起台灣文學的主體地位。一如台

灣文學在爭取應有地位過程中不可避免地會與語言政策、文化現象、政

治改革等非文學因素相互交纏共構；客家文學的確立，也是一路走來「運

動性」十足：《客家風雲》雜誌的創辦、「還我母語」大遊行、台灣客

家公共事務協會成立、純客語刊物《客家台灣》出版、寶島客家電台設

立、台北市舉辦客家文化節、《客家》雜誌舉辦「客家文化夏令營」等，

「客家」的主體性與活動力，在解嚴之後得到了廣泛的注意與盡情的釋

放，也得到一些成果。 

基於上述的解析，說明了客家文學的兩個茁長階段，其一：是早期

溶合著大量客家質素的作品，並不刻意考量客家訴求，例如：吳濁流的

《亞細亞的孤兒》、鍾理和的《笠山農場》、李喬《寒夜三部曲》等，他

們自應屬於「客籍文學家作品」的範疇；其二：正視生活現實的演變，

積極探索客家的傳統與未來，這些充滿著台灣生活背景與文化關懷條

件，著手客家族群語言與意識的作品陸續出現，正是客家文學正式起飛

的時候。 

因此，藉著強調客語文化的宣示及族群身份之彰顯，「語言」又重

回先驅及奠基者的位置，詩人作家將文學前途作為社會改革、文化承傳

之催化劑的方法，有了試煉的機會，更為打造「客語文學」的殿堂製作

了階梯。 

 

傳統的再認知：客語說唱 



 
    以往，客家文學的探討多忽略了民間文學的存在，但民間文學是最

早最真的客語文學作品的事實，絕對無法抹滅。 

    民間文學是口頭文學，客家歌謠「自古山歌從口出」的形容最為貼

切，傳統客家山歌、採茶戲等都是在饒富鄉土色彩的背景之下，通過故

事大概的敘述，讓民間藝人、歌手擁有最大即興式演出的空間，因而曲

隨人轉，表演者與鼓樂手相互以音樂、言語呼應，形成一幕幕靈活運用

的藝術與技巧的感染力量。口頭流傳的特徵也極其容易在集體創作後的

發展過程中得到肯定或轉變，正因為沒有文字記錄的限制，客家民間文

學代代口耳相傳，獲得肯定與記錄而演變為格律，例如：老山歌、平板、

山歌子等，獲得普遍傳唱的形成風氣，例如：蘇萬松調、乞食調等，在

某些特定的伴奏及表演時機中存在，是一種高度的客語文學表現方式。 

客語說唱是指唸唱的文學。臺灣客語說唱是清末民初正式岀現在臺

灣，流行於客家聚落的民間曲藝，它往往是江湖藝人賣藝兼賣藥或者賣

藝兼算命的一種謀生技能，成為臺灣客家民間文學、客家音樂、戲曲藝

術融合在一起的綜合體，具有自娛娛人的況味。內容以蘇萬松《大舜耕

田》、劉蕭雙傳《曹安孝娘親》等為典型的代表。它是台灣客語諸多曲

藝之一，是客家人心情、生活的忠實寫照。 

臺灣客語說唱是眾多說唱藝術的一支。是在客家語言、客家山歌的

基礎上，融合了寶卷、佛曲的題材與表現手法，大約在清末隨著客家先

民流傳到臺灣，而在臺灣落地生根，並予以加工、創造，是富有生命力

的客家曲藝。到底臺灣客語說唱的特徵、定義如何？羅肇錦教授認為： 

 
民間說唱一般稱為曲藝，有明顯的地方色彩，早期的說書人的

「俗講」和「變文」是說唱佛經的一種說唱形式，集文學、表

演、唱誦為一體的作品。客家山歌多為韻文體，說唱則是韻散

夾雜的講唱體。 

 
而另一種客語說唱的作品，就是客家戲劇「採茶戲」。客家戲劇是



 
庶民語言的藝術，內容以忠孝節義等傳統劇目為主，初期三腳戲皆以張

三郎賣茶為系列劇情，經過改良及本土化過程之後，客家戲劇才從野台

戲搬上劇院舞台，在農業社會中風光一時，台灣客家戲劇中的名角阿玉

旦、卓清雲、曾先枝、黃秀滿等，都是耳熟能詳的演員。 

客家採茶戲又稱為「相褒戲」，演出的戲碼有「十送金釵」、「 打海

棠」、「上山採茶」等，改良戲較有名的有「三娘教子」、「乞米養狀元」

等，台灣最早的記載，應是一八九四年印行的《安平縣雜記》風俗現況

篇：『酬神唱傀儡班，喜慶唱官音班、四平班、福路班、七子班、掌中

班、老戲、影戲、車鼓陣、採茶唱、藝妲唱等戲』，所謂「採茶唱 」必

是客家戲也。採茶戲開演之前的「戲棚頭 」，是客家戲劇中最具代表性

的口頭文學作品，用字用詞緊湊有趣，它們跟節目演出的內容可能沒有

直接、密切的關係，是以丑角率先上台運用逗趣的方式，營造出預示、

招引、熱場的效果，以此凝聚觀眾的眼神和注意力。 

這些對傳統語言藝術的探究，正逐年得到肯定，除了山歌----，客

家還有很多的文化資產，相關的客語研究也獲致了一定的支持。 

 

客語詩創作的版圖 

做為客家文學的一環，客語詩歌的創作量顯然較大，一方面因為初

期嘗試客語寫作，詩句簡短容易掌握，另一方面則是詩文形式朗誦效果

較佳，感染力也較強，讀者容易接受，因而客語詩的創作已有些成績，

可以列舉幾個代表性的例子來做觀察。 

    率先以客語從事現代詩寫作的，應數女詩人杜潘芳格，根據論者分

析，她之所以有此覺悟而積極創作，原因有三： 

    一、本身乃「跨越語言的一代」，中文運用較不流暢，而客家母語

可以成為最佳的選擇。 

    二、受「客家話聖經」傳譯的激勵與影響。 

    三、母語文學澎湃，福佬語創作此起彼落，有意突出客語創作的本

土觀。 



 
可見現代客語文學的寫作是台灣內部相互激盪的一個結果。最早出版客

語詩集的黃恒秋則特別標榜鄉土文化與客語的美學，希望藉著客家文學

理論的鞏固，能夠充分的表現出客家特色來： 

 
    事實上，白話文運動「我手寫我口」的主張，適巧給客家文學

的開展，有了明確的宣示和認定，換一句話說，真正是客家文

學的作品，首先它必需是「文學的」------包含詩、小說、散

文、戲劇等文體，同時必需是「客家的」---這個命題有兩大

意義值得說明： 

    (一)、「客家的」就是飽含客家意識，描述客家人及其生活文

化，表露客家領域的優越感或劣根性的模式。 

    (二)、「客家的」就是操作客家語言的美感經驗，鋪呈為「言

文一致」的篇章。 

不容否認的，上述兩大意義正好吻合「文學自主性，語言本

土化」的企圖，當客籍文學作家回歸客家情懷，應用客語做

創作材料，客家文學的根基將更加奠定，語言文化的擴充也

就更加多姿多采起來。 

 
客語詩集的出版印證了新時代因素的契機，包括邱一帆《田螺》、《油桐

花樹下介思念》、葉日松《一張日曆等於一張稿紙》、《台灣故鄉情》、曾

貴海《原鄉‧夜合》、張芳慈《天光日》等著作，大大開展了客語文學

的抒發空間，詩文學的腳步也就施展了開來。 

針對仍為「輕薄短小」取向的客語現代詩人，小說家李喬、林柏燕

在寫作大量小說與散文之後，竟然涉足長篇詩歌的書寫，如此膽識大有

「我也是詩人」的情懷，開展了新客語文學的一種敘述局面。 

一九九五年九月，李喬的《台灣，我的母親》史詩集出版，承載著

窮絕山居、悲苦童年的蕃仔林客家生命經驗，與對生命本然的追求關

懷，李喬懷著虔誠嚴肅的心情，寫下了平生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寒夜三



 
部曲》。這部以深厚的生命體悟做基礎的歷史著作，在李喬利筆的開拓

下，型塑了大地、母親、生命(子嗣)三者連環無間的莊嚴行程，並造就

了一條氣勢磅礡的大河，細述著先民墾荒闢地與堅忍挺受歷史苦難的血

淚史實；也因此，諦造了台灣文學史上的一座高峰。走過建構浩大嚴謹

的大河小說，李喬秉著相同的抱負與心情，跨入了文詞優柔的客語史詩

創作；《台灣，我的母親》以更精鍊深刻的詩句，綿遠細緻的聲韻，勾

勒出台灣先民的生活圖樣來。在一片回歸母語本位的時代潮流裡，李喬

的《台灣，我的母親》史詩集，是另一種「由土地走進台灣歷史」的情

感落實方式。 

一九九七年底，由林柏燕所主筆的《新埔鎮志》完成，這是他傾力

之作，對自我家鄉的文化與歷史重新瞭解及整理，書前並有〈新埔庄史〉

長詩，長達二百六十八行是一項創舉。《新埔鎮志》的寫作，應是林柏

燕文學之筆的新高峰，全書豐盛流暢，親切而幽默，精采之處甚多，輔

以客語形容，愈加生動詳盡，在歷史寫實的情境之中仍不忘予以譏謹或

評述，其中〈民俗誌〉的新埔花燈文化、〈歷史誌〉的劫殺河南兵、火

燒新埔街等，〈宗教誌〉的義民廟記述等，皆能旁徵博引，注入〈新埔

庄史〉長詩之中，綿延不絕的典故發人深省，對客家庄新竹新埔的描述，

是一份文化疼惜，更是一種詩文學的超越！ 

不同於詩人們的精鍊而短小、壓縮而細緻的表達方式，小說家的書

寫當然可以歸納為敘事詩形式的客語文學闡揚，填補了一片尚待開拓的

荒野地帶。 

 

客語散文集的出發 

    一九九八年，范文芳《頭前溪介故事》是台灣第一部客語散文集出

版，他以關懷自然與鄉土的筆觸，寫出許多美妙而動人的客家篇章。稍

後繼續有張捷明《客家少年》、《細老鼠同番豆》童話集、龔萬灶《阿啾

箭介故鄉》散文集出版，出現前所未見的客語書寫熱潮。 

    其實，能見到大量客語作品的出現，跟客語文字化的努力是大有關



 
係的。從一九九二年第一本本土《客話辭典》（中原客家文化研究會編）

問世以來，已經無人質疑客語書寫的可能性，其後劉添珍《常用客話字

典》、彭德修《客家話發音字典》、楊政男等《客話字音辭典》、徐兆泉

《台灣客家話辭典》、詹益雲《海陸客語辭典》、徐登志等《台灣大埔音

客語辭典》等陸續出版，提供選字與拼音的方便，再加上許多縣市，例

如台中縣、苗栗縣、桃園縣客語諺語、故事、謎語等的調查與整理出版，

以及包括鍾肇政編《台灣客家文學選》、李喬編《台灣客家文學選集》、

黃恒秋編的《收冬戲：客家詩與歌的慶典》等選集，提出了大量客語文

學作品的閱讀，在欣賞客語作品之餘，透過客家母語普遍文字化的落

實，語言學者與作家攜手合作，這個看似沉重又無法取代的使命，真是

要讓所有關心台灣客家文學的詩人、作家一起來承擔！ 

 

客語作品的流通與闡述 

    創作成果成為文化出版品，具有流通與傳揚的作用。正因為人與人

之間溝通與互動的關係，台灣客家人知道並開始熱衷於公共事務，將文

化出版品包括客語圖書、戲曲（音樂）作品、教材教具等視作禮物，在

親友、鄉親或社團之間傳送，並交相口耳介紹或轉送出去，成為一項有

意義的人際來往，這在台灣本土社會已日漸普遍，如此基於文化危機及

鼓勵創作與出版的用心，希望子女親人得以受益的心態，實在難能可貴。 

    尤其是在二○○○年總統大選前夕，族群動員的操作達到高潮，在

競爭激烈的選戰中，族群政策的訴求愈趨明確，各黨候選人紛紛推出『客

家白皮書』，發表「客語」講話，將客家族群事務提高到中央部會的層

級。政黨輪替之後，行政院客家委員會正式成立，這是有史以來客家最

受重視的時候，公部門有了直接照應客家的機構與預算，以往弱勢族群

的陰影，出現了很大的轉機，文化活動的展開得到鼓勵，軟硬體的建設

也獲得助力，本土社會中逐漸脫離所謂『隱形』的客家形象，能見度大

大增加。最明顯的事證是南北客家文化園區規劃動工，『客家文化藝術

節』串連各客家縣市展演，『客家桐花節』賣力呈現、客家電視頻道媒



 
體（第 17 頻道）的設立------表面上可以帶動客家文化的延續，對地方

產業亦有提振的效益；主管業務中特別是客家學術研究計劃之補助，客

家優良出版品之獎助出版、學術文化活動補助等，也都發揮鼓舞的作

用，促進了文藝寫讀的熱忱與活動舉辦的功能，是為透過公權力的操作

送給客家選民的最佳「禮物」。 

    因而，從二○○○年至二○○五年之間，大量社會活動舉辦與出版

工作在官方與民間力量運作之下陸續登場，下面以文學活動為例： 

一、文學研討會方面，有『吳濁流國際學術研討會』、『龍瑛宗與

北埔』研討會於新竹舉行，二○○一年起『台灣客家文學研

討會』於苗栗舉行，二○○三年『客家文學』、『客家民間文

學與藝術』研討會於台北舉行，這些研討會內容涵蓋作家文

學與民間文學，論文發表十分密集而深入。 

二、文藝營隊推廣方面，有『吳濁流文學營』於新竹舉辦，『笠山

文學營』於高雄舉行等，客家文學課程逐年開辦，激勵了文

學青年的興趣，認知客家文學家的作品及時代背景，影響較

大。 

三、文學研究方面，隨著中央大學、交通大學客家學院與聯合大

學全球客家文化研究中心、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之

設立，學院內針對客家社會與文學的課題研究，以及各台灣

文學系所的研究論文發表等，大大增進了客家學術研究的質

量，累積了一定的水準，成績可觀。 

四、文學創作與出版方面：早年客語文學寫作以短小的新詩為大

宗，近年來範圍逐漸加大，文學理論或批評亦著墨增多，同

時以有聲書方式出版的情況也相當普遍。至於涵蓋詩與歌的

結合，從顏志文、鍾永豐、古秀如、曾貴海等都有精彩音樂

專輯呈現。 

五、作家資料彙整與全集出版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鍾理和全

集』的多次版本出版，最近一次是由高雄縣文化局出版，又



 
如二○○○年『李喬短篇小說作品集』由苗栗縣文化局出版，

『鍾肇政全集』 從二○○○年起分成四年由桃園縣文化局出

版三十八巨冊等，都是大部頭的作品整體呈現；而行政院客

委會委託辦理客家作家作品數位化的工作，業已完成鍾理

和、吳濁流、鍾肇政、龍瑛宗、鍾鐵民、杜潘芳格、李喬、

謝霜天、黃娟、利玉芳等資料之彙整，提供參閱與查詢，工

程十分浩大。 

六、客家文學作家紀念館方面：新竹縣已展開『吳濁流紀念館』

的籌設，桃園縣客家文化園區（龍潭）亦以『客家文學館』、

『鍾肇政館』方向整體規劃，盛況可期。 

這份「禮物」的具體呈現，實在是客家世界中的一大台灣奇蹟。 

 

省視與評估：現階段客語文學發展的歷史意義 

綜合上述台灣客家族群的文學樣貌，現階段的各項發展基本上是愈

來愈豐盛的趨向，尤其是得力於公權力的扶持與經費挹注，有效地引領

了文學的愛好者專注於作家的研究與歷史建構，獲得前所未有的成績。

但令人擔心的是，文學生態的維繫與文化的延續一樣，更多是來自民間

草根的力量，依靠的是自力成長的努力，當政府部門強力介入，其所代

表的客家情懷到底是地位的提昇或自主性的沈淪？甚至演化為選舉的

動員號召工具？仍然有待更長時間的觀察，此其一。 

    再者，承受數百年來的壓抑之客家，從不斷遷徒而落地生根於斯，

族群面目難免日趨模糊，如何應用文學的手法來描述客家？如何用文學

的思想來建構客家？這些具有反支配、爭民主的運動，正日夜逼視著台

灣客家的走向，也檢視著台灣相異族群文化尊重與學習的用心，當客家

人懂得珍惜自我的文化傳統並予以發揚光大，當客家作家們回歸文化母

體，為族群立場暢所欲言，這才是台灣文學新世紀的多元活水，更應是

文學與時代最真實的聲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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