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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民祥的台語文學實踐： 

以《茉里鄉紀事》為探討文本 

 

◎周華斌 

成功大學台灣文學所 

 

摘要 

 
胡民祥抱著對台灣的關愛，積極踏入台語文學運動，

實際用母語創作，向望唯文化的文學運動切入，實踐建立母

語的民族文學以及台灣文化主體性的目標。《茉里鄉紀事》，

道是伊實行台灣母語文學創作的其中一個成果；其中，胡民

祥以台灣意識作根底，追求台灣文學本土化，書寫濟濟佮台

灣密切牽連的邊緣小敘事，一步一步抵抗以大中國為中心的

思想，解構國民黨政府的歷史大敘事，同時揣回台灣人對家

己歷史文化的記憶，並且檢討台灣社會的病端，加強對台灣

本身的反省，所以《茉里鄉紀事》是胡民祥推拺台語文學運

動、建立台灣民族文學、重構台灣文化主體性的初步實踐成

果。 

 

關鍵字：胡民祥、茉里鄉紀事、台語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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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胡民祥，1943 年出世佇台南善化，1966 年台灣大學機械工程系畢

業，1973 年提著紐約州立大學水牛城分校機械工程博士學位，目前定

居北美洲匹茲堡郊區茉里鄉，任職西屋公司工程師。1967 年赴美留

學，因為參加政治運動煞落入烏名單1二十一年，1988 年初次回台灣。

1980 年開始研究台灣文學史，1986 年開始台語文學創作，包括文學評

論、詩、小說、散文、台語翻譯等作品。擔任過「台灣文學研究會」

秘書、《台灣文藝》編輯委員，以及《台灣公論報》主編。1991 年佮

林宗源、黃勁連、林央敏、李勤岸等二十人組成「蕃薯」詩社，這是

台灣有史以來第一個台語詩社。台語著作有分別由台南文化中心佮金

安文教機構出版的二本共名的《胡民祥台語文學選》、散文集《茉里鄉

紀事》等，編有《台灣文學入門文選》。 

胡民祥 1967 年夠北美洲了後，真緊道參與社會政治運動，以「建

立一個自我解放的，族群和諧相處的，有海洋心胸的台灣民族國家」

為目標，夠 1979 年美麗島事件發生以後，開始思考政治層次以外的方

法。「民族國家有政治、經濟及文化三款元素。經濟是民族生命的血肉，

政治是國家的骨骼筋路，文化是民族國家的靈魂，道是日常生活、思

想及感情的中心」。2胡民祥決定「對文化切入運動」，唔拘文化範圍真

闊，所以伊「選文學藝術落手」，其中的原因： 

一方面是因為佇台灣讀冊的時代，對文學有淡薄仔的興

趣，寫過散文。另外，語言藝術的文學是上介普遍的藝術

形式，任何人若會曉講話，道有才情參與，做一個作家，

                                                 
1 國民黨當局對反對國民黨政策、聲援島內台灣政治運動的海外台灣人，不只拒絕延長
護照期限或者更換新護照，而且佫製作所謂「烏名單」，禁止怹轉來台灣，親像給怹「流

放」海外。參考張德水，第六章〈國民黨政權佔領台灣〉，《激動！台灣的歷史》，台

北：前衛出版社，1995年 7月初版第三刷，頁 317。 
2 胡民祥，〈走探台灣文學語言——參與北美洲台灣文學研究會十年的回顧及展望〉，
《第 9屆南鯤鯓台語文學營上課講義》，榮後文學基金會，2005年 1月 22日，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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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抑是做一個讀者，欣賞及批判作品，無所不可。3

拄開始，對台灣文學生疏的胡民祥，為著欲趕緊掌握「當時台灣

文壇狀況及台灣文學史」4，道先讀《台灣文藝》、《笠》詩刊、《文學

界》等本土性文學刊物，而且大量收集台灣文史資料。期間，伊認識

著台灣新文學運動，嘛注意著鄉土文學論戰，了解黃石輝「台灣文學

必須用台灣話來寫」的主張、賴和佇論戰前道恬恬進行台語文的演變。

後來，伊佇〈台灣新文學運動時期「台灣話」文學化發展的探討〉提

出一個結論： 

台灣文學的徹底完成，道愛等待完成台灣語的台灣文學，

而且透過台灣文學的台灣語，來建立台灣語的學術地位，

建設台灣語的民族文學。5

因為有即款覺醒，所以胡民祥唯 1986 年開始用台語文創作，將理

論化做行向「言文一致」、「台灣語的民族文學」的實際行動。除了演

講稿之外，伊的第一篇台語作品是佇 1986 年秋天改寫政治論文的小說

〈華府牽猴〉，用筆名李竹青發表佇 1987 年 5月出版的《台灣新文化》

第 8期。以後，陸續發表文學評論、詩、小說、散文佮翻譯等等的台

語作品，甚至佇 2004 年出版「近幾年來最大規模的一本個人台語散文

讀本」6《茉里鄉紀事》。 

《茉里鄉紀事》的文章，是胡民祥唯 1992夠 2002 年的作品，大

部分發表佇海外的《台灣公論報》（1992 年開始）及國內的《台灣新

文學》（1996 年開始），佫有其他刊物包括《台文通訊》、《自立晚報》

本土副刊、《茄苳》、《台語世界》、《島鄉》及《菅芒花》等等。胡民祥

                                                 
3 胡民祥，〈走探台灣文學語言——參與北美洲台灣文學研究會十年的回顧及展望〉，
《第 9屆南鯤鯓台語文學營上課講義》，榮後文學基金會，2005年 1月 22日，頁 11。 
4 胡民祥自述；參照宋澤萊，〈訪胡民祥〉，《台灣新文學》第 10期春夏季號，台灣
新文學，1998年 6月 15日，頁 19。 
5 胡民祥，〈台灣新文學運動時期「台灣話」文學化發展的探討〉，《胡民祥台語文學
選》，台南縣立文化中心，1995年 11月，頁 180。本文初稿以華文〈台灣新文學運動
中台灣語文學語言發展初探〉，發表佇 1984年 8月 25日台灣文學研究會第三屆年會。 
6 宋澤萊，序〈優美的散章與散章的優美——讀胡民祥的《茉里鄉紀事》感想〉，《茉
里鄉紀事》，台南：開朗雜誌事業有限公司（金安文教機構），2004年 7月，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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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這本《茉里鄉紀事》是我的生活散文篇章。篇章抒寫我的情懷、

彩繪我的祖國台灣夢、描述我土斷北美洲的點點滴滴的心情。」7簡單

講，即本冊的主題是「愛」，充滿作者對親人、台灣佮北美洲等等的愛。 

佫詳細講，《茉里鄉紀事》是胡民祥配合伊長久以來的台語文學論

述，從事台語文創作，對「建設台灣語的民族文學」的初步實踐，其

中不只有台語文的形式，嘛有「抵殖民」、「去中心」、重建台灣文化主

體性的書寫策略。若以國民黨政權接管台灣是「殖民」時期8的角度來

看，《茉里鄉紀事》是一種「抵殖民」、「去中心」書寫的實踐，欲用台

灣本土意識抵制以中原為中心的「大中國」意識，用台灣邊緣的小敘

事（small narrative）解構（deconstruction）統治者建構的歷史大敘事

（grand narrative），顛覆統治者的歷史神話，有後殖民文學的「對殖

民關係作批判性的考察」、「抵制殖民主義」9特色。同時，嘛有以台灣

意識作基底的內容，向望台灣人揣回失落的歷史記憶，加強台灣人對

家己文化的體認、身分認同，以重構台灣文化的主體性。 

因此，胡民祥佇《茉里鄉紀事》的書寫策略，是以台語文學進行

「抵殖民」、解構統治者的大敘事，同時兼顧著建設台灣語的民族文

學、重構台灣的文化主體性等等的積極向望。下面，道以《茉里鄉紀

事》為主要的文本，配合胡民祥的台語文學觀，作伙來探討胡民祥的

台語文學表現。 

 

一、胡民祥的台語文學觀 

 
簡單講，文學觀是對文學的觀點、對創作的理念，作者的文學觀

                                                 
7 胡民祥，〈後記〉，《茉里鄉紀事》，台南：開朗雜誌事業有限公司（金安文教機構），

2004年 7月，頁 438。 
8 陳芳明的《台灣新文學史》，將 1945~1987年叫做「再殖民時期」，將 1987年解嚴
後叫做「後殖民時期」。另外，李勤岸的〈殖民與母語文學〉、曾貴海的〈殖民與台灣

客家母語文學的旅途〉，嘛攏認為 1945年之後，國民黨政權接管台灣是殖民時期。 
9 參照Elleke Boehmer著，盛寧、韓敏中譯，〈引言〉，《殖民與後殖民文學》，瀋陽：
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 11月，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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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影響伊對文學創作的實踐。所以，欲探討胡民祥的台語文學實踐以

前，佇遮想欲先唯了解伊的台語文學觀落手。 

胡民祥講過：「現階段的台灣文學方向是台灣母語文學」10，這句

話有伊決心推拺台語文學的宣示意義，嘛表示伊認為台語文學是台灣

文學的一環。既然按呢，若欲了解胡民祥的台語文學觀，道愛先知影

伊的台灣文學觀。胡民祥曾經用動態的民族發展史觀點來定義台灣文

學： 

台灣史就是：對台灣原住民族群的部落民族夠現代台灣民

族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史，台灣文學就是：台灣史中語言

藝術發展的累積；伊見證了台灣民族國家形成中種種的面

貌及內容。⋯⋯南島語口傳文學是台灣文學，外來者用外

國文創作的過客文學，是台灣文學得遺產，戰前的日文及

中文創作的新文學作品，戰後的北京語，福佬語，客家語

抑是南島語作品，攏是多采多姿的台灣文學⋯⋯用動態的

民族發展史來看，攏是佇台灣時空及土地創作出來的作

品，所以攏是台灣文學。11

唯遮會使看出伊的台灣文學觀，佮葉石濤強調「多種族風貌的台灣文

學」12論述共款，是具備包容性的觀點，尊重台灣多元的文學風貌。 

另外，胡民祥特別強調用母語創作台灣文學。佇國民黨政府實行

的戒嚴高壓體制之下，灌輸「大中國」的思想，強制推行以北京語為

「國語」的語言政策。二十世紀後殖民主義批評先驅的Frantz Fanon

（1925~1961）表示，使用一種語言的意思道是「接受了一種文化」。

因此，切斷一個人佮母語的牽連，這意思道是講參伊的本源文化斷絕

                                                 
10 胡民祥，〈做一個台語文學的參與者〉，《胡民祥台語文學選》，台南縣立文化中
心，1995年 11月，頁 202。 
11 胡民祥，〈動態看待台灣文學語言〉，蕃薯詩刊《抱著咱的夢》，台北：台笠出版
社，1992年 10月 22日，頁 19。 
12 參照葉石濤，〈開拓多種族風貌的台灣文學〉，《展望台灣文學》，台北：九歌出
版社，1994年 8月 10日，頁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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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牽連。13國民黨政府一連串的政策，互台灣人民患著對台灣本源的

歷史失憶症，未記得家己的歷史文化，而且無形中佇頭殼內產生「大

中國」的思維。胡民祥認為：「咱的思考有受著統治者束縛，因為，咱

看北京語文的時陣，咱不得不用北京語思考。思考思維是文化的本源，

思考思維受著怹的統治，當然唔是有獨立思想的能力。」14所以，伊

呼吁愛「用母語思考」，用母語創作台灣文學。紲落，伊佇《茉里鄉紀

事》的〈台灣文學的心事〉表示：「每個民族文學主要攏是母語文學，

只有受著殖民地命運的民族，伊的文學才會受著壓制，走離伊的民族

母語，台灣就是即款的情形，咱所愛推動的就是回復台語母語文

學⋯⋯」15。簡單講，伊有抵殖民的主張，而且強調台灣文學愛回歸

母語文學。事實上，伊對母語文學的主張，嘛呼應著葉石濤的論述：「台

灣文學的創作語文一定會以各種族的母語為主才著」16。 

雖然尊重台灣文學的多元創作形式，唔拘佇精神方面，嘛需要有

所定義。佇〈台灣意識及龍應台評小說〉，胡民祥表示： 

文學是社會意識的一款形態，所以，真自然的，台灣意識

構成台灣文學的基礎。葉石濤在一九七七年就用台灣意識

來界定台灣文學，所以，評論台灣文學必須有台灣意識觀

念，則有法度作出落實的評論。17

照即段話推斷，胡民祥是咧講「台灣鄉土文學論戰」期間，葉石濤佇

一九七七年五月一日《夏潮》發表的〈台灣鄉土文學史導論〉，內底葉

                                                 
13 Elleke Boehmer著，盛寧、韓敏中譯，第五章〈獨立〉，《殖民與後殖民文學》，遼
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 11月，頁 237。 
14 胡民祥，〈用母語思考〉，《胡民祥台語文學選》，台南縣立文化中心，1995年 11
月，頁 208。 
15 胡民祥，〈台灣文學的心事〉，《茉里鄉紀事》，台南：開朗雜誌事業有限公司（金
安文教機構），2004年 7月，頁 59。 
16 葉石濤：「台灣文學現主時猶用中國的白話文（華文）創作。唔拘綴著台灣歷史的
改變，有一工，台灣文學的創作語文一定會以各種族的母語為主才著，這取決於台灣人

自主的確立抑無」。參照葉石濤，〈戰後台灣文學的自主意識〉，《台灣文學入門：台

灣文學五十七問》，高雄：春暉出版社，1999年 10月初版第二刷，頁 10。 
17 胡民祥，〈台灣意識及龍應台評小說〉，《胡民祥台語文學選》，台南縣立文化中
心，1995年 11月，頁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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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濤所指的「台灣意識」是：「佇台灣鄉土文學上所反映出來的，一定

是『反帝、反封建』的共同經驗以及篳路藍縷以啟山林的，參大自然

拼鬥的共同記錄，絕對唔是徛佇統治者意識上所寫出來的，背叛廣大

人民意願的任何作品」18。事實上，這道是相對大中國思想的台灣本

土思想，所以胡民祥欲來界定台灣文學的「台灣意識」應該是徛佇本

土台灣人的立場，佮台灣土地、歷史密切結合，抵抗統治者壓迫的台

灣本土化思想，親像伊佇共一篇文章〈台灣意識及龍應台評小說〉繼

續舉例「台灣意識」意涵有「台灣本土意識、台灣自主意識、台灣獨

立意識、台灣民族意識、台灣民族解放意識」19，看會出來，這攏佮

頂面葉石濤「台灣意識」的台灣本土化思想有相牽連。 

夠遮，會使知影胡民祥延續葉石濤的「台灣意識」、台灣本土化的

思想，從事台灣文學創作活動，甚至是用母語的福佬語從事台語文學

創作，伊放棄華文寫作就是為著欲「做一個有台灣『語味、文心、血

情』的台灣人⋯⋯，製造文學的紅毛土，為著替台灣文學起『台語文

學厝』，請鄉親踏入台語文學的大樓。」20

除了自我創作實踐以外，胡民祥嘛佫積極推拺台語文學運動。胡

民祥將家己從事社會政治運動的熱情、經驗，以及對文學運動的認識、

文學理論，運用佇台語文學創作，唯本身做起，推廣台語文學的創作、

欣賞。後殖民主義理論家Said表示：「文化是包含一個細緻化及提升性

要素的概念，親像Matthew Arnold佇一八六○年代所講的，文化是每

一個社會所知佮所思及的最佳事物的寶庫。」21文學是文化重要的一

環，「台灣文學本土化所欲追求的台灣精神回歸，是欲重新喚回整體台

                                                 
18 收錄佇葉石濤，〈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中華現代文學大系：台灣 1970~1989
評論卷（一）》，台北：九歌出版社，1989年 5月 10日，頁 71。 
19 胡民祥，〈台灣意識及龍應台評小說〉，《胡民祥台語文學選》，台南縣立文化中
心，1995年 11月，頁 150。 
20 胡民祥，〈台灣文學的心事〉，《茉里鄉紀事》，台南：開朗雜誌事業有限公司（金

安文教機構），2004年 7月，頁 60。 
21 Edward W. Said著，蔡源林譯，〈導論〉，《文化與帝國主義》，台北：立緒文化，
2004年 1月初版六刷，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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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人、台灣文化的台灣主體意識」22，胡民祥認為「台灣文學作品會

深化台灣人的自我肯定，建立台灣人的特色、風格及面貌」23，所以

向望唯文化的文學層面切入運動，建設台灣語的民族文學。 

《茉里鄉紀事》，是胡民祥長期實際以母語創作的成果之一。唯篇

數的量來看，是即幾年來最大規模的個人台語散文集；唔拘，內容是

如何？佇長久以來培養的多元台灣文學、回歸母語創作、台灣本土意

識、想欲建設民族文學等等的台語文學觀，敢有反映佇《茉里鄉紀事》

內底？若有，猶佫是用啥物方式表現？這攏是下面欲繼續探討的議題。 

 

二、《茉里鄉紀事》的台語文學實踐 

 
當然佇《茉里鄉紀事》的書寫語言上，胡民祥選定母語的福佬語，

已經有對長期以來佇台灣所實施的「國語」政策、語言思想政策作抵

抗的抵殖民宣示作用。這佇頂面已經講過，佇遮不再贅述。 

若就文體而言，《茉里鄉紀事》是以一般人攏有法度接受的散文體

書寫，讀者無需要傷費精神思考，道會使了解其中的意思。參暗示性、

跳躍性較強的詩文體比較，《茉里鄉紀事》的文體選用，會使帶互讀者

大眾更加直接性的衝擊。 

一般來講，科學是客觀、理性的，文學是偏主觀、感性的創作。

文學方面，評論偏理性，詩、小說、散文是偏感性。不過，胡民祥是

機械系所畢業，以工程師為職業，教育養成佮職業攏是理工的專長，

唯《茉里鄉紀事》的文章定定會使同時感受著理性佮感性的綜合。伊

道是用理工清醒的頭腦，安排出有條理、邏輯（logic）的文脈，將科

學的理性加上文學的感性，創作出屬於伊個人風格的文學。宋澤萊講：

「散文欲達夠陳之藩先生彼種清晰美麗大概難為，這是因為陳之藩是

                                                 
22 彭瑞金，〈自序〉，《台灣新文學運動 40年》，高雄：春暉出版社，1998年 11月
再版第二刷，頁 7。 
23 胡民祥，〈文學享宴〉，《茉里鄉紀事》，台南：開朗雜誌事業有限公司（金安文

教機構），2004年 7月，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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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理工科的人，靈魂先天就比一般的文人清晰；但是現在我才發現

胡民祥先生比陳之藩先生更加好，伊共款有理工科人的清醒，唔拘無

陳之藩先生的過度傷感，伊文中的水也比陳之藩先生更勝一籌」24。 

另外，就內容來看，《茉里鄉紀事》會使講是胡民祥的生活筆記，

內底會看著伊定定藉著身邊發生的代誌聯想夠台灣的情景，而且因為

感情的引動，會自然置內底囥入台灣的元素。伊表示：「曾文溪岸出世，

行遍異鄉北美洲二十外年，時時想著的猶原是故鄉的種種；嘉南平原

及北美洲的山河交集出現佇我的心思，想著的攏是故鄉的歷史及景

緻，為著島國未來寄託的心志。」25所有對台灣的感情元素會參伊的

台灣本土意識互相作用，串連成濟濟的小敘事，用一個一個小敘事解

構偉大中國的歷史大敘事，掀開統治者的面罩，互台灣人民揣回佇戒

嚴高壓統治之下未記得的歷史記憶，加強台灣人對家己文化的體認，

以建立台灣文化的主體性。 

《茉里鄉紀事》的接觸面，大夠對台灣民族國家的期待，小夠對

家己、親人的感情。下面，道唯幾個面向：歷史書寫的權力、農業政

策的剝削、土斷觀念的建立、文化的比較、台灣社會自身的反省，來

探討胡民祥佇《茉里鄉紀事》的台語文學實踐。 

 
（一）、歷史書寫的權力 

國民黨接管台灣以來，為著欲穩固政權，道動用絕對性的歷史書

寫、詮釋權，建構一套符合黨理念的正統中國歷史大敘事，以「教化」

台灣人民，並且對台灣實施一連串嚴密的管制以及政策，以箝制台灣

人民。威權統治對台灣住民的身體、思考、書寫進行箝制參囚禁，造

成台灣人患著歷史失憶症，互台灣人的身分認同、意識形態產生偏差

                                                 
24 宋澤萊，序〈優美的散章與散章的優美——讀胡民祥的《茉里鄉紀事》感想〉，《茉

里鄉紀事》，台南：開朗雜誌事業有限公司（金安文教機構），2004年 7月，頁 5。 
25 胡民祥，〈自序〉，《胡民祥台語文學選》，台南縣立文化中心，1995年 11月。 



胡民祥的台語文學實踐：以《茉里鄉紀事》為探討文本 330
26。李筱峰表示： 

即五十外年來成長佇台灣的人民，共款嘛受著一套「黨化

制式」下的歷史意識的制約。大家攏習以為常的接受一寡

符號，唯「三皇」、「五帝」夠「國父」、「蔣公」，唯「華夏

統一」夠「剿匪抗戰」，唯「炎黃世冑」夠「中華民族」⋯，

佇內底，充斥著「天下一統」的「大一統」史觀、充斥著

「漢賊不兩立」的「正統論」史觀、充斥著「大沙文主義」

的文化霸權⋯⋯27

相對即款偉大的中國大一統史觀，即款以「大敘事」方式寫的歷

史，胡民祥佇《茉里鄉紀事》內底發出無共款的聲音，安插的是片段

性的台灣歷史書寫、家族的小敘事，藉此解構國民黨所建構的大敘事。

譬如佇〈文藝復興的台灣〉，伊提起著台灣人血緣的議題： 

台灣道是南島語族的祖地，南島語民族唯台灣起帆，湠夠

南洋、太平洋群島，包括夏娃伊意群島，也遠夠非洲東岸

的馬達加斯加島。南島語族及漢族移民的後代，四百年來

湠出新台灣人。生物醫學專家陳順勝教授分析台灣人的遺

傳基因，結論一半來自南島語族。伊的科學研究確定民間

的傳說：「台灣人有唐山公，無唐山媽；番婆仔是台灣人的

阿媽。」28

佇國民黨政府的教育體制之下，學生愛接受「炎黃子孫」、「中華

兒女」的歷史觀念，煞唔知「有唐山公，無唐山媽」29，唔知「古早

                                                 
26 參考陳芳明，〈後戒嚴時期的後殖民文學——台灣作家的歷史記憶之再現〉，《後

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台北：麥田出版，2002年 4月 1日，頁 109。 
27 李筱峰，〈前言〉，《台灣史 100件大事（上）》，台北：玉山社，2003年 1月第
一版十五刷，頁 6。 
28 胡民祥，〈文藝復興的台灣〉，《茉里鄉紀事》，台南：開朗雜誌事業有限公司（金
安文教機構），2004年 7月，頁 137。 
29 李筱峰，〈前言〉，《台灣史 100件大事（上）》，台北：玉山社，2003年 1月第
一版十五刷，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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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人過烏水溝，佮平埔族通婚，變作台灣人」30，唔知家己真有可

能是原住民「平埔族」的囝孫。即款教育造成台灣人對家己血緣、身

分認同的扭曲，因此胡民祥佇〈台灣人開嘴講「咱中國人」〉31解說：

「為甚麼？咱會開嘴講『咱中國人。』我想問題出佇教育。國民黨外

來政權教學生囡仔講：『我們都是中國人。』即款中國人觀念深入咱腦

中，內化作咱的潛意識，所以伊開嘴道是『咱中國人』」。 

紲落，佇〈讀林文義《母親的河》聯想〉32，作者聯想著欲寫阿

公阿爸的「曾文崎仔」，因為佇遮有怹的家族記憶，嘛有來台採硫礦的

郁永河、台灣文獻初祖沈光文、劉永福、日本征台軍等等行過的歷史

記憶、民間傳說。另外，〈拼莊〉33嘛提起作者唯老父口中聽著有關兩

個莊頭「拼莊」的民間傳說。即款民間傳說大部分是地方的歷史，一

直留佇地方人民的頭殼內，是屬於國民黨政府未重視的台灣民間文

學；甚至，即款民間傳說會互台灣人民對即塊土地產生佫較深的感情，

唔拘國民黨政府未去關心即款台灣的小敘事。台灣因為多移民、多族

群的特殊歷史因素，成作一個罕見的民間文學寶島，台灣民間文學隱

藏台灣文化佮民族性，唔拘會記得民間傳說的台灣老一輩慢慢凋零，

台灣一部分的文化嘛咧慢慢流失，所以胡民祥喝出：民間傳說強欲失

傳啦34！提醒家己，嘛提醒台灣人愛趕緊記錄保存。重視民間文學的

胡萬川嘛表示過：民間文學參文化佮民族性的關係誠密切，更加濟、

豐富的客觀可信的民間文學資料，當然道會提供咱對文化佮民族更加

細緻、深入的認識。唔拘，更加濟、豐富的資料猶原等待咱去收拾搶

                                                 
30 胡民祥，〈割〉，《茉里鄉紀事》，台南：開朗雜誌事業有限公司（金安文教機構），
2004年 7月，頁 199。 
31 胡民祥，〈台灣人開嘴講「咱中國人」〉，《茉里鄉紀事》，台南：開朗雜誌事業
有限公司（金安文教機構），2004年 7月，頁 179。 
32 胡民祥，〈讀林文義《母親的河》聯想〉，《茉里鄉紀事》，台南：開朗雜誌事業
有限公司（金安文教機構），2004年 7月，頁 30~31。 
33 胡民祥，〈拼莊〉，《茉里鄉紀事》，台南：開朗雜誌事業有限公司（金安文教機
構），2004年 7月，頁 281~282。 
34 胡民祥，〈讀林文義《母親的河》聯想〉，《茉里鄉紀事》，台南：開朗雜誌事業
有限公司（金安文教機構），2004年 7月，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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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35

另外，胡民祥佇〈阮阿公〉、〈今年杜鵑花大開〉、〈掖肥及野生藤〉、

〈春凰的飯丸攤〉、〈想著，道哮哮咧〉、〈捆麻仔欉〉及〈多桑〉等等

的文章，攏有寫著佮阿公、多桑或者卡桑作伙的記憶。尤其，胡民祥

有互國民黨政府列入烏名單的經驗，佇文章內底寫滿未當轉來台灣的

21 年，伊佮親人是如何的思念，兩親萬里迢迢去美國看伊，以及阿公

過身嘛無法度轉來等等的無奈。譬如〈阮阿公〉，作者用感性、平和的

筆調，懷念細漢時，佇阿公身軀邊的溫暖，對台灣土地的依戀，最後

作者心情轉沉重講：「廿一年後，我轉去的故鄉，已經無阮阿公，阮阿

公彼代的人攏總消逝去。為甚麼？愛故鄉的人著愛流浪四分之一世

紀，著愛親人攏過身真久，然後才會使轉來故鄉。為甚麼？我已經無

阿公通問伊：為甚麼？」36，讀著會互人心酸。 

台灣有多元的歷史文化，唔拘以往的歷史書寫權、詮釋權，落佇

國民黨政府手中，所以台灣人接受著怹「大一統」、「大中國」的觀念，

扭曲對台灣的認知、意識形態。佇遮，胡民祥使用父母的語言，唯邊

緣發聲，用台灣本土意識抵制以中原為中心的「大中國」意識；用簡

短的台灣歷史、民間傳說、家族記憶等等的小敘事書寫方式，解構國

民黨政府長久以來穩固的歷史大敘事；重建台灣的歷史記憶，展開台

灣文化主體的再建構。 

 

（二）、農業政策的剝削 

胡民祥是農民子弟，伊形容老父是「一生作穡」的人。1982 年正

月，胡民祥欲送過去美國看伊的兩親轉來台灣的時，聽見老父看著高

速公路二爿的蕃麥園說：「無阮種的好！」。事後，胡民祥佇〈多桑〉，

描寫著伊對台灣作穡人的敬意及唔甘： 

                                                 
35 胡萬川，〈認識台灣民間文學〉，《台灣文學研習專輯》，台中：台中圖書館，1999
年 8月，頁 84。 
36 胡民祥，〈阮阿公〉，《茉里鄉紀事》，台南：開朗雜誌事業有限公司（金安文教
機構），2004年 7月，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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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聽，聽出你及台灣一代作穡人的驕傲及自信。有影，

美國作穡人是好命，土地闊爾爾，真正單位面積的生產量，

當然是你，多桑；你，及台灣作穡人成就卡高。所以，唔

誠有才調養飼一代的台灣人；煞去互國民黨政權用肥料換

粟等等的惡政，剝削恁的成果，培養台灣工業，才造成台

灣經濟奇蹟。37

唯胡民祥的話當中，會使感受著台灣作穡人的心酸佮無奈。事實

上，唯 1954夠 1967 年，「是台灣農業的快速成長時期。也是農業支援

工業的發展，互台灣經濟會使起飛的時期。」「但是，即時期農民的淨

收益並無明顯的增加。因為整個農業的發展措施攏是為著支援工業的

發展、採行低糧價政策、肥料換榖制度、隨田賦徵收稻穀⋯⋯等措施，

攏加重農民的負擔。」38國民黨政府佇 1950 年代的經濟發展策略，是

「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唔拘，實際上佇農業政策方面，

猶原會使看著親像日據時代日本殖民政府對台灣農民剝削的影。糖勿

講，單講米方面，國民黨政府佇 1948 年 7月修正「台灣省三六年度糧

食收購辦法」為「台灣省糧食收購辦法」，用比市價較低的「公定價數」

強制買農民所生產的粟39。另外，胡民祥講的「用肥料換粟」，是 1948

年 9月國民黨政府公佈「台灣省化學肥料配銷辦法」所實施的「肥料

換米榖制」，也道是獨占官營企業用肥料交換農民生產的粟仔40。 

實施即款農民政策的結果，是如何？直接用當時農民的話來回答： 

即馬的肥料價數提懸到國際價述的三倍，佫壓低米價，強迫

                                                 
37 胡民祥，〈多桑〉，《茉里鄉紀事》，台南：開朗雜誌事業有限公司（金安文教機
構），2004年 7月，頁 430~431。 
38 宋光宇編著，第六章〈台灣的經濟發展〉，《台灣歷史》，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
限公司，2000年 8月，頁 115。 
39 張德水，第六章〈國民黨政權佔領台灣〉，《激動！台灣的歷史》，台北：前衛出
版社，1995年 7月初版第三刷，頁 191~192。 
40 張德水，第六章〈國民黨政權佔領台灣〉，《激動！台灣的歷史》，台北：前衛出
版社，1995年 7月初版第三刷，頁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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阮用低價的粟換懸價的肥料。41

夯懸肥料價數，佫壓低米價，這等於「一隻牛剝二領皮」，按怎講嘛是

農民吃虧。 

胡民祥佇〈夜半雨聲〉，嘛講著：「台灣經濟唯農業轉型夠工業，

佇資本的累積過程中，種種的農業政策攏是剝削農民的成果；以農養

工，犧牲一代的農民。阮老父就是這款政策下的農民」42。所以，國

民黨政府是透過「肥料換米榖制」，用國家獨占生產和進口的化學肥

料，佮米榖實物無等價交換等方法排除地主，國家無經過市場，直接

掌握農民的生產剩餘，以供養龐大的黨國體制要員；同時，透過低米

價政策等措施互農業資本會使移向工業資本。43身為農民子弟的伊，

用父母的經驗，講出作穡人的心聲，表達台灣農民一再受著剝削的處

境，顛覆國民黨政府的農民政策神話。 

 
（三）、土斷觀念的建立 

《茉里鄉紀事》內底，有幾篇講著「土斷」觀念的文章，譬如〈「土

斷」台灣〉、〈土斷及思鄉〉、〈「土斷」台灣〉、〈割〉、〈1997 的聖誕〉

及〈土斷〉等。簡單講，胡民祥想欲藉這傳達的是：「移民者終是愛落

土生根，『土斷』新天及新地，這是移民的定律」44，希望台灣人民土

斷台灣，做一個腳踏實地的台灣人。 

台灣大概有四大族群，包括至少佇三千五百年前道移入台灣的原

住民45、十七世紀以來陸續渡過烏水溝移民過來的福佬、客家族群，

                                                 
41 楊逸舟著，張良澤譯，第三章〈台灣的選舉情況與經濟成長〉，《二二八民變》，
台北：前衛出版社，1995年 3月初版第七刷，頁 179。 
42 胡民祥，〈夜半雨聲〉，《茉里鄉紀事》，台南：開朗雜誌事業有限公司（金安文
教機構），2004年 7月，頁 257。 
43 若林正丈著，洪金珠、許佩賢譯，第三章〈黨國體制和台灣社會〉，《台灣——分
裂國家與民主化》，台北：月旦出版社，1999年 3月一版五刷，頁 112。 
44 胡民祥，〈「土斷」台灣〉，《茉里鄉紀事》，台南：開朗雜誌事業有限公司（金
安文教機構），2004年 7月，頁 39。 
45 巴蘇亞．博伊哲努，第二章〈台灣原住民民間文學發展〉，《原住民的神話與文學》，
台北：台原出版社，1999年 6月，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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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戰後綴國民黨來的新住民，所以台灣主要是一個移民族群的社

會。〈「土斷」台灣〉46是寫佇 1996 年台灣總統民選的選舉日前一工，

當年選舉活動期間，中國進行飛彈試射引起台海緊張，作者藉著時事

創作。胡民祥先以歷史角度切入，表示「歐洲人移民南美及北美洲，

攏是土斷新大陸，建立一個佫一個新興的民族國家」，返頭看台灣，先

民「土斷台灣，開墾建立家園」，「抵抗外來政權」，「愛鄉衛土」。紲落，

伊舉例 1987 年開放中國探親，新住民轉去紲落原鄉，結果中原夢醒，

佫轉來台灣，表示「芋仔渡過烏水溝，當然是變作蕃薯，這是移民的

定律」。最後，伊表示中國飛彈「顛倒拍醒濟濟的芋仔蕃薯」，呼吁所

有族群「徛作伙，抗議中國」，「新興的台灣民族國家愈浮愈明，愈徛

愈勇」。 

佇〈土斷及思鄉〉有一段胡民祥寫互詩人李敏勇的話，道講著伊

家己移民美洲的心情： 

台美人是時代的產物，出國來夠美洲，主觀心境唔是移民，

客觀事實是移民。他鄉滯久是故鄉。移民是生活佇兩個故

鄉：父母的故鄉及囝孫的故鄉。47

 

即段話，胡民祥講出移民的無奈，唔佫伊主要顯示出愛兩個故鄉的心

情，伊共款關懷父母釘根的台灣以及囝孫定居的北美洲。佇〈1997的

聖誕〉，胡民祥進一步講：「土斷的台美人愛著兩個故鄉，親像美洲的

猶太人愛上兩個鄉土，攏是獨立平等的國度，唔是誰吞誰的對立」48，

佇遮伊像咧對台灣人講，台灣人愛土斷台灣，就算台灣人有一個「想

像」的故鄉「唐山」或者中國，嘛愛佇「獨立平等」的基礎之下，對

一工夠晚想欲吞佔台灣的國家，敢有值著台灣人愛？ 

                                                 
46 胡民祥，〈「土斷」台灣〉，《茉里鄉紀事》，台南：開朗雜誌事業有限公司（金
安文教機構），2004年 7月，頁 39~40。 
47 胡民祥，〈土斷及思鄉〉，《茉里鄉紀事》，台南：開朗雜誌事業有限公司（金安
文教機構），2004年 7月，頁 184。 
48 胡民祥，〈1997的聖誕〉，《茉里鄉紀事》，台南：開朗雜誌事業有限公司（金安
文教機構），2004年 7月，頁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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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土斷」的觀念對一個民族國家非常重要，不只是「身影」

佇台灣的土斷，嘛愛是「意識」上的土斷；若無，台灣道會出現衝突

對立的意識形態，消磨社會能量，當然道無法度成作一個團結、和諧

的民族國家。胡民祥用國外、台灣以早的歷史、家己的移民作例，主

要是欲強調土斷的重要性，提醒所有的台灣人，尤其是佫有中國夢的

人，愛佇「身影」、「意識」上真正土斷台灣，作伙為台灣拍拼，即個

觀念對建立台灣主體性是必要的項目。 

 
（四）、文化的比較 

《茉里鄉紀事》內底，出現真濟比較文化的書寫方式；比較台灣

參美洲文化，比較東、西文化。事實上，胡民祥表示過： 

我誠想欲做的一件事，嘛會使講是我的夢，道是寫出『一

世台美人』的美洲經驗佇兩個故鄉的相輸贏當中，講出『淒

涼壯美一世台美人』的悲歡喜樂。用比較文化的角度將台

灣佮美洲觀點交叉鋪陳出來⋯⋯茉里鄉紀事是一個試

驗⋯⋯49。 

胡民祥自 1967 年道去美國讀冊、食頭路，夠旦已經三十外冬。實

際生活、對文化的敏感度，加上認真的態度，所以伊會注意著美國的

風俗文化、生活習慣佮台灣的差異，甚至時常以東、西比較的方式書

寫。 

舉例來講，〈今暗食糜〉50、〈變作美國人〉51及〈台灣肚〉52等等文

章，作者攏有以家己的經驗，描寫美國佮台灣兩爿佇食文化方面的差

異。〈文化差別〉，講著佇請客文化有無共款的所在：「台灣是客氣文化

                                                 
49 胡民祥自述；參照宋澤萊，〈訪胡民祥〉，《台灣新文學》第 10期春夏季號，台灣
新文學，1998年 6月 15日，頁 40。 
50 胡民祥，〈今暗食糜〉，《茉里鄉紀事》，台南：開朗雜誌事業有限公司（金安文
教機構），2004年 7月，頁 134~136。 
51 胡民祥，〈變作美國人〉，《茉里鄉紀事》，台南：開朗雜誌事業有限公司（金安
文教機構），2004年 7月，頁 285~286。 
52 胡民祥，〈台灣肚〉，《茉里鄉紀事》，台南：開朗雜誌事業有限公司（金安文教
機構），2004年 7月，頁 290~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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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及人客互相客氣⋯⋯一再講：請，是盛意的文化；一再講：免，

是客氣的文化。美國文化本誠道少有請客風俗，台美人入鄉隨俗。主

人及人客來回過招二擺，見分解，人客講：免；主人尊重人客，講：

好！免」53。〈掖肥及野生藤〉，講著掖肥的無共：「掖肥是阮故鄉的講

法⋯⋯其實美國人家厝的草坪無人講掖肥，因為肥唔是用手掖⋯⋯」
54。 

佇語言比較方面，胡民祥嘛有描寫台灣語言的特色。譬如〈燒燒

燒〉，講著像「燒燒燒」即款的重複詞：「重複詞是台灣話的特性之一，

有二重及三重，即款重複詞可能是來自台灣原住民的南島語、或是古

越語的影響。」55。 

〈肥加摃落去〉，講著「摃」的精彩用法。親像「摃豆莢」、「摃囡

仔」、「摃鼓」等等對實物的用法，另外有「摃肥」的抽象語用法。「那

像囡仔無摃不成才，作物無摃不成欉⋯⋯共款，豬若是唔成豬仔，作

穡人會『豆箍加摃落去』⋯⋯即款精彩的抽象語是台灣作穡人的智慧」
56。 

〈西瓜真沙〉，講台灣話「西瓜真『沙』」的形容真正是「傳神入

味」，北京語及英語攏無即款講法。胡民祥佫提出比較語言的觀念： 

有人講：「文學作品無法度翻甲真純，攏會走味。拄著詩，

翻起來猶佫卡困難。」因為，文學是用語言作媒介的藝術，

每款語言攏有伊的文化特色，是生活經驗的結晶，無共款

的生活方式及風俗，用語自然無共。海島的台灣，蟳的種

類真濟，大陸性的民族，只有一款，攏叫螃蟹。亞熱帶的

台灣，一般人無雪的經驗，雪道是雪，那有甚麼變化，但

                                                 
53 胡民祥，〈文化差別〉，《茉里鄉紀事》，台南：開朗雜誌事業有限公司（金安文
教機構），2004年 7月，頁 337。 
54 胡民祥，〈掖肥及野生藤〉，《茉里鄉紀事》，台南：開朗雜誌事業有限公司（金
安文教機構），2004年 7月，頁 71。 
55 胡民祥，〈燒燒燒〉，《茉里鄉紀事》，台南：開朗雜誌事業有限公司（金安文教
機構），2004年 7月，頁 325。 
56 胡民祥，〈肥加摃落去〉，《茉里鄉紀事》，台南：開朗雜誌事業有限公司（金安
文教機構），2004年 7月，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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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愛斯基摩人的雪千變萬化，名稱濟。57

像按呢，胡民祥佇文中會自然講著文化差異的現象，甚至加入一

寡解釋，增加讀者的知識。而且，胡民祥將兩個文化提來比較，互讀

者知影其中的差異，突顯出優點、缺點，按呢不只增加說服力，嘛會

使幫助讀者作一擺重點性的理解北美、台灣雙方的文化特色。尤其，

利用即款將東、西文化，北美參台灣文化的比較方式書寫，透過台灣

佮別的國家比較，會使互台灣人了解台灣民族文化的特色，對自身的

文化有佫較濟、較深刻的認識，甚至對家己的文化產生興趣，愈愛家

己的文化。當然，愛先自我認識，了解家己的文化，才有法度重建台

灣文化的主體性，遮嘛是胡民祥創作《茉里鄉紀事》的目標。 

 
（五）、台灣社會自身的反省 

反省，佇一個民族來講是必要的；若無，會對民族造成真大的傷

害。建立台灣主體性的時陣，強調民族的本質、特色參優點，若會使

同時反省，改善欠點，按呢對台灣的成長會有足大的幫贊。源自對台

灣社會的關懷，以及文學批判精神，胡民祥佇《茉里鄉紀事》內底自

然表露一寡台灣的欠點或者對台灣的建議，互台灣人作伙思考、反省。 

《茉里鄉紀事》有誠濟茉里鄉的環境描述，讀文章的時陣，不時

有楓樹、水松、紅藤、鳥隻、胖鼠以及鹿仔的形影跳出紙面，會使知

影胡民祥目前滯的「茉里鄉」（Murrysville）是一個清靜、美麗的好所

在，而且對環保、保育嘛誠重視。因為身在重視環保、保育的所在，

對台灣有共款關懷的胡民祥佇文章嘛自然會囥入一寡對台灣環保、保

育的建議。 

佇胡民祥筆下的動物當中，對鹿，胡民祥有加一分的感情，因為

台灣古早嘛有誠濟鹿。「16、17 世紀全世界產梅花鹿上濟的所在，是

佇台灣。當時嘉南平原以及台灣南北的丘陵山區，千百為群的鹿隻，

                                                 
57 胡民祥，〈西瓜真沙〉，《茉里鄉紀事》，台南：開朗雜誌事業有限公司（金安文
教機構），2004年 7月，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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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息其間。」58唔拘，經過荷蘭人、鄭氏政權大量輸出鹿皮，清代漢

人開墾破壞鹿場之後，早道造成鹿隻資源佮生態的破壞，即款「成群

結隊的鹿群」佇面頭前行過的情景，只有留佇歷史頂面作紀念爾爾。

因此，胡民祥佇文章內底，會出現即款唔甘、暗示台灣人對環保、保

育愛反省的文字：  

北美的土地有人類的腳痕，也有鹿隻的蹄印，人佮動物和

平共存。古早的台灣，鹿群遍山谷平原；即馬是人濟濟，

鹿仔無影無跡。鹿島的後代煞道愛來北美洲，才有法度看

著祖先的鹿友。59

 

阮的社區，我的埕，隨時有鹿仔來，一年四季來來去去。

好命的梅花鹿，台灣的鹿仔早道無影無跡啦。60

佇環保方面，胡民祥繼續發表感想。〈楓樹葉仔的心事〉，以擬人

手法，用楓樹的口氣講出家己心事。內底講著佫楓樹有關的代誌，接

觸的面向闊，其中有講著「美麗島嶼的溝仔水掠無魚，蚵仔中毒發青，

島民呼吸惡濁的空氣⋯⋯」61。〈今年杜鵑花大開〉62，講台北市及匹

茲堡的市區共款是河川匯合之地，唔拘匹茲堡的烏海烏河（Ohio）清

氣，台北的淡水河烏佫臭。另外，〈溪流再生〉63，提出「高屏溪變作

垃圾河」的報導，佫用美國人努力互烏臭的荷順河（Hudson River）再

生的實事作例，向望台灣人愛覺醒：「若是肯救，高屏溪終有水清的一

                                                 
58 李筱峰，〈荷蘭人在台大量輸出鹿皮〉，《台灣史 100件大事（上）》，台北：玉

山社，2003年 1月第一版十五刷，頁 23。 
59 胡民祥，〈踏雪尋景〉，《茉里鄉紀事》，台南：開朗雜誌事業有限公司（金安文
教機構），2004年 7月，頁 27。 
60 胡民祥，〈胖鼠跳樹枝，鹿來食早頓〉，《茉里鄉紀事》，台南：開朗雜誌事業有
限公司（金安文教機構），2004年 7月，頁 34。 
61 胡民祥，〈楓樹葉仔的心事〉，《茉里鄉紀事》，台南：開朗雜誌事業有限公司（金
安文教機構），2004年 7月，頁 21。 
62 胡民祥，〈今年杜鵑花大開〉，《茉里鄉紀事》，台南：開朗雜誌事業有限公司（金
安文教機構），2004年 7月，頁 32。 
63 胡民祥，〈溪流再生〉，《茉里鄉紀事》，台南：開朗雜誌事業有限公司（金安文
教機構），2004年 7月，頁 110~111。 



胡民祥的台語文學實踐：以《茉里鄉紀事》為探討文本 340
日」。作者一連串提出河川、空氣污染的問題，當然佇這背後有佫較大

的工廠廢氣、廢水的排放問題，以及台灣人敢有愛護土地的根本問題。 

佇〈泡麵及熊掌的傳說〉64，雖然有繼續觸及保育的議題，但是

作者最主要欲突顯的是經濟發展之後台灣人的心態問題：以早，台灣

生理人帶泡麵出國作生理，所以「台灣經濟奇蹟有一項泡麵傳說」；唔

拘，即馬，「台灣人變甲財大氣粗」，「食遍世界，食鞭、食掌、吞膽、

食色。台灣人食補的風俗佮有錢結合，作成一個新的傳說：中南美洲

的熊無膽，亞洲的越南熊無掌。」誠明顯，胡民祥用泡麵及熊掌的二

個傳說對比，諷刺辛苦拍拼才好額的台灣人，即陣煞貪著口慾、性慾

的享受；結果，犧牲的是被互人加上「勇壯」、「美味」符碼的動物。 

佇〈社會放拺少年人〉65，談著美國少年為非做歹的問題，「解決

的上好方法是學校教育」，作者返倒轉來提醒台灣：「台灣的放牛班嘛

是一款社會放拺少年人，是社會亂象的根源之一。」台灣長久以來道

是「升學主義」掛帥，升學班分配著敖教冊的老師；成績差的放牛班

分配著對升學教學頇慢的老師，甚至有的學校、老師規氣放棄，「放牛

食草」。當然家庭教育誠重要，唔拘像即款情形若無唯教育機制頂面落

手，關心台灣社會教育的作者佇尾後用沉重的心情講：「即款放牛食草

的惡瘤敢有開刀手術啦？」 

佇即幾篇文章內底，胡民祥分別針對環保、保育、社會教育以及

道德心態等等方面，指出台灣的欠點，甚至提出建議。這是因為伊關

愛台灣即塊土地，即個留著伊濟濟甜蜜記憶的故鄉，伊向望台灣人會

曉檢討、反省，成作一個會改進的民族，建立一個有良善本質的台灣

文化主體性。 

《茉里鄉紀事》，是胡民祥進行台灣母語文學創作十冬的成果，內

底有伊推動台灣文學本土化的向望；《茉里鄉紀事》，是伊用生活筆記

                                                 
64 胡民祥，〈泡麵及熊掌的傳說〉，《茉里鄉紀事》，台南：開朗雜誌事業有限公司
（金安文教機構），2004年 7月，頁 225~226。 
65 胡民祥，〈社會放拺少年人〉，《茉里鄉紀事》，台南：開朗雜誌事業有限公司（金
安文教機構），2004年 7月，頁 292~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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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佇生活中的自然創作，內底有寫台灣人的生活文化，精神上的

活動。其中，伊運用台灣本土意識抵抗大中國意識，以邊緣抵抗中心，

用台灣的小敘述解構大中國的大敘事，加強台灣人對家己的文化認識

以及身分認同，配合對台灣社會病症的檢討，重構台灣文化主體。《茉

里鄉紀事》的台語文學實踐成果，道是實現台灣文學本土化，而且向

建立民族文學、重構台灣文化主體的目標，踏出一大腳步。 

 

三、結論 

 
曾經從事社會政治運動的胡民祥，重新思考抵抗運動的路線，決

心唯母語文學運動落手。抱著對台灣的關愛，伊積極踏入台灣母語文

學運動，以身作則，實際用母語創作，向望唯文化的文學運動切入，

實踐建立母語的民族文學以及台灣文化主體性的目標。《茉里鄉紀

事》，道是伊實行台灣母語文學創作的其中一個成果。 

抵抗，唔是只有一種排斥壓迫對象的方法爾爾，建立家己的文化

主體性更加會使強化抵抗的力量。佇國民黨政府的戒嚴高壓體制之

下，台灣人民接受中國的歷史大敘事，未記得家己的歷史文化，患著

歷史失憶症。語言本身是有嚴密組織參符號的系統，伊的功能是再現

（re-presence）；書寫保存了話語，構成集體記憶的檔案66，所以「歷

史失憶症的台灣人，需要台灣文學來療傷」67。佇《茉里鄉紀事》的

台灣母語文學創作實踐，胡民祥以台灣意識作根底，追求台灣文學本

土化，書寫濟濟佮台灣密切牽連的邊緣小敘事，一步一步抵抗即款以

大中國為中心的思想，解構國民黨政府的大敘事，同時揣回台灣人對

家己歷史文化的記憶，並且檢討台灣社會的病端，加強對台灣本身的

反省，所以《茉里鄉紀事》是伊推拺台語文學運動、建立台灣民族文

                                                 
66 張京媛，〈彼與此——愛德華．薩伊德的《東方主義》〉，《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
同》，台北：麥田出版，2003年 2月 1日初版二刷，頁 41。 
67 胡民祥，〈文學享宴〉，《茉里鄉紀事》，台南：開朗雜誌事業有限公司（金安文

教機構），2004年 7月，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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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重構台灣文化主體性的初步實踐成果。 

胡民祥已經用《茉里鄉紀事》即本台語文學作品，向「建立台灣

民族文學、重構台灣文化主體性」的目標踏出一大腳步，即個腳步互

宋澤萊驚喜，並且褒講是「台文的一個奇蹟」68。當然，即個目標無

可能靠一本散文集道會使達夠，所以《茉里鄉紀事》的台語文學實踐

成果道是實現即個目標的一粒螺絲或者是胡民祥家己講的「文學的紅

毛土」，紲落來嘛愛靠濟濟的台灣作家作伙繼續拍拼，才有法度達成即

個目標。 

2005 年 8月 30日佇新營 

 

------------------------------------------------------------------------------------------- 

引用書目 
 
胡民祥，《茉里鄉紀事》，台南：開朗雜誌事業有限公司（金安文教機構），2004 年 7月。 

胡民祥，《胡民祥台語文學選》，台南縣立文化中心，1995 年 11月。 

胡民祥，〈走探台灣文學語言——參與北美洲台灣文學研究會十年的回顧及展望〉，《第

9屆南鯤鯓台語文學營上課講義》，榮後文學基金會，2005 年 1月 22日，頁 11。 

胡民祥，〈動態看待台灣文學語言〉，蕃薯詩刊《抱著咱的夢》，台北：台笠出版社，1992

年 10月 22日，頁 19。 

張德水，第六章〈國民黨政權佔領台灣〉，《激動！台灣的歷史》，台北：前衛出版社，

1995 年 7月初版第三刷，頁 191~192、317。 

宋澤萊，〈訪胡民祥〉，《台灣新文學》第 10期春夏季號，台灣新文學，1998 年 6月 15

日，頁 19。 

葉石濤，〈開拓多種族風貌的台灣文學〉，《展望台灣文學》，台北：九歌出版社，1994

年 8月 10日，頁 19~25。 

葉石濤，〈戰後台灣文學的自主意識〉，《台灣文學入門：台灣文學五十七問》，高雄：春

暉出版社，1999 年 10月初版第二刷，頁 10。 

葉石濤，〈台灣鄉土文學史導論〉，《中華現代文學大系：台灣 1970~1989評論卷（一）》，

台北：九歌出版社，1989 年 5月 10日，頁 71。 

                                                 
68 宋澤萊，序〈優美的散章與散章的優美——讀胡民祥的《茉里鄉紀事》感想〉，《茉
里鄉紀事》，台南：開朗雜誌事業有限公司（金安文教機構），2004年 7月，頁 5。 



2005 台語文學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343
Elleke Boehmer著，盛寧、韓敏中譯，第五章〈獨立〉，《殖民與後殖民文學》，遼寧教

育出版社，1998 年 11月，頁 237。 

Edward W. Said著，蔡源林譯，〈導論〉，《文化與帝國主義》，台北：立緒文化，2004

年 1月初版六刷，頁 4。 

彭瑞金，〈自序〉，《台灣新文學運動 40 年》，高雄：春暉出版社，1998 年 11月再版第

二刷，頁 7。 

陳芳明，〈後戒嚴時期的後殖民文學——台灣作家的歷史記憶之再現〉，《後殖民台灣——

文學史論及其周邊》，台北：麥田出版，2002 年 4月 1日，頁 109。 

李筱峰，〈前言〉，《台灣史 100件大事（上）》，台北：玉山社，2003 年 1月第一版十五

刷，頁 6~7。 

李筱峰，〈荷蘭人在台大量輸出鹿皮〉，《台灣史 100件大事（上）》，台北：玉山社，2003

年 1月第一版十五刷，頁 23。 

胡萬川，〈認識台灣民間文學〉，《台灣文學研習專輯》，台中：台中圖書館，1999 年 8

月，頁 84。 

宋光宇編著，第六章〈台灣的經濟發展〉，《台灣歷史》，台北：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2000 年 8月，頁 115。 

楊逸舟著，張良澤譯，第三章〈台灣的選舉情況與經濟成長〉，《二二八民變》，台北：

前衛出版社，1995 年 3月初版第七刷，頁 179。 

若林正丈著，洪金珠、許佩賢譯，第三章〈黨國體制和台灣社會〉，《台灣——分裂國家

與民主化》，台北：月旦出版社，1999 年 3月一版五刷，頁 112。 

 
巴蘇亞．博伊哲努，第二章〈台灣原住民民間文學發展〉，《原住民的神話與文學》，台

北：台原出版社，1999 年 6月，頁 28。 

 
張京媛，〈彼與此——愛德華．薩伊德的《東方主義》〉，《後殖民理論與文化認同》，台

北：麥田出版，2003 年 2月 1日初版二刷，頁 41。 

 

 
 
 
 
 
 



胡民祥的台語文學實踐：以《茉里鄉紀事》為探討文本 3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