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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喚苦澀原汁，延長賞味期限： 

論析清文小說〈虱目 á ê滋味〉中失落語詞 ê積極

意涵 

 

◎呂美親 

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摘 要 

  戰後因為統治政權轉換，台籍作家形成所謂「跨語的一

代」，ùi禁聲 kàu開始有以現代或者寫實主義 ê混語方式，表現

各種對台灣「本土」、「鄉土」ê想像，過程中因時代教育變遷，

在地質素被強權壓制、ná 落 ná少，甚至是被刻意忽略，kàu-taⁿ

是強 beh 失去了了。Tī「本土」、「鄉土」意涵漸漸愈來愈濟解

釋 kap 指涉 ê 時，後殖民觀點提供檢討空間，其中亦強調本土

語言 ê重要性；卻是 tī多元社會，現今台灣 ê後殖民觀點對語

言議題有所厭 siān。以台語文學來講，有必要找出另一種跳脫

民族、政治框架 ê 論述方式，來 hō·台語文學 tī華文世界 ê台灣

文學本土論述中重新被關照。Ih台語小說作家原 toh無濟，女

性作家 koh 愈少。未出版過集冊 ê 作家清文，因無受真濟制式

教育 ê 束縛，認識 POJ 才開始寫作，伊小說中詞語 ê 運用，保

留真濟在地語言 ê 原汁，但是 kap 男性作家、被負面化 ê 原汁

koh無仝，本文 beh試以清文〈虱目 á ê滋味〉作為討論文本，

以其中動詞 ê變化作例，企圖從中找出一種「新傳統」，tī新時

代對抗多元主義，一款柔性但有積極意涵 ê策略。 

 

關鍵詞：台語文學、台語小說、鄉土、清文、〈虱目 á ê滋味〉、

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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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Ùi鄉土小說 kàu 女性台語小說 

 

  戰前出世ê台灣作家歷經政治體制、教育政策改變，成作「跨語的

一代」。怹tī戰後初期ê文學場域真oh（難）有所表現，六○年代末期才

有新一代作家以現代主義表現「鄉土」（local）ê小說，如王禎和、七等

生、李昂怹ê作品，攏有鄉土面貌呈現。Ih所謂「鄉土小說」之名始於

七○年代，著名作家有黃春明、宋澤萊、洪醒夫、王拓、楊青矗等等，

其中經過戰前日語教育洗禮ê，像鍾肇政、李喬亦以華文寫出長篇ê大河

小說，chiah-ê小說葉石濤hō·怹另一個名詞謂之「本土小說」（葉石濤，

1997:134-154）。論及「本土文學」ê意識形態，葉石濤án-ne講：「由於戰後

四十年的戒嚴使得承繼台灣新文學的傳統精神，以寫實主義主導的紮根

於本土的文學不得不稱為鄉土文學，其實以鄉土文學來涵蓋台灣文學並

不適當。所謂台灣鄉土文學，主要描寫的對象並不僅僅是台灣的農、

漁村，它還包括都市在內的整個台灣的土地和人民。因此到了八○年

代，七○年代慣用的鄉土文學一詞也就廢棄不用，漸漸把台灣意識顯著

的文學改稱為本土文學。（葉石濤，1997:165）」直kàu八○年代chiah-ê所謂

鄉土文學、本土文學，經過幾落擺波折kap論戰，tī「《1983 台灣詩選》

事件」了後，大概就正名作「台灣文學」（謝春馨，1995:144）。 

  -koh咱tùi「跨語」、「本土文學」、「鄉土文學」koh回溯kàu戰前「台

灣新文學的傳統精神」來看，「語言」問題一直潛藏tī逐個時期ê小說形

態內底。戰前台灣新文學開始teh發展當中，有提倡「台灣的文學」並

且出力tī台灣話文書寫ê黃石輝、郭秋生、蔡秋桐等等，台灣新文學之父

賴和ê創作後期亦傾向台灣話文寫作，怹主要tùi民族主義出發，以柔性ê

抵殖民方式對抗日本統治；戰後再度ê國語政策使得台灣話文運動無通

繼續，七○年代寫實ê鄉土小說內，出現真濟tī對話中，thàu-lām著不中

不台ê「台灣國語」文，會凍看著黃春明、林雙不、宋澤萊ê小說有chit-khoán

「異體」對話，「寫實」 程度看起來淡薄仔gāi-gih，小說人物親像無法

度將話講kah真siak-phah，自án-ne，八○年代末kàu九○年代後，台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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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運動ê旗仔就愈舉愈koân，聲勢敵眾，所謂「台語文學」出現tī「台灣

文學」ê範疇中，像有一寡無對筒（不協調），而且有hō·人感覺欲凌駕其

上ê姿態，「福佬沙文主義」之名亦應運而生，對全力推展台語文學運動

者，chit-ê名chhan像陰魂不散，hō·別人硬khōng tī家己身上，hò·袂走、褪

袂掉。其中上大ê理由來自台語文學主張者有人聲稱，台語文學才是台

灣文學、「原汁」台語才是台語等等話辭，chit-khoán言論招致真濟批判，

內面袂少是帶有強烈中國意識ê學者或則是客籍作家。 

  戰前黃石輝用〈怎樣不提倡鄉土文學〉呼籲以「台灣話文」寫作「台

灣文學」，戰後亦是間接演繹 hit-khoán，tùi「鄉土」、「台灣」kàu「台語」，

攏有本土 ê內涵，soah產生濟濟 ê歧異現象 kap名詞。這中間需要釐清

ê問題三言兩語亦袂凍說盡，更 是 tk-ê無仝立場者所相爭言述通講清

楚 ê 複雜關係，顛倒宋澤萊所講值得省思：「盤據台灣歷史百年的殖民

者--日本人和外省人，都是具有堅強排他性的民族沙文主義者。掃蕩殖

民地的本土文化是他們積極的統治要務之一。也因此，台語小說蟄伏

五十年，一直到八○年代，外省中國人慢慢失去政治主導權後才出現。

她一出現，立即成了鄉土文學最鮮明的旗幟，相當引人側目，也立即劃

開了第一波鄉土文學和第二波鄉土文學的界線。使鄉土文學更加的深達

大眾生活和民族心靈裡。（宋澤萊，1998:56）」台灣文學中 ê「鄉土」kap

「台語」ê關係真密切，soah時常被分開討論，相對於「鄉土小說」，「台

語小說」是更加積極去描寫本土 ê大眾生活 kap民族心靈，語言影響著

思考，ùi抵殖民 ê觀點來看，台語詩 tī七○年代興起，雖然 sío-khóa輕，

soah真深刻來勾起台灣人 ê情感 kap認同，八○代後大量出現 ê台語小

說 tī對抗異民族 ê文化上、思想上，力量是更加強烈。 

  宋澤萊怹tī九○年代中期編選《台語小說精選卷》ê後幾冬，台語小

說家hō·人ê印象親像停留tī宋氏紹介ê賴和以來，kàu陳雷、王貞文chit寡

人，其他後繼ê寫作者tī多元ê出版kap主流論述空間中罕得被關注，當孫

大川等原住民作家學者tī 2003 年編輯出版《台灣原住民漢語文學選集》

（孫大川，2003）七大冊ê時，台語小說koh有外濟好ê作品等待被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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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則論述伊kap「漢語」體系所無仝ê？尤其ùi台語文學ê發展進程來看，

漢字、羅馬字並用ê文學作品愈來愈濟，「漢語」為中心ê思考漸漸會被

推翻，以展示台灣hō-ló語族tī語言發展thàu-lām著平埔語kap南島語ê花樣

風華。-koh，的確咱看著台語小說tī被論述ê路上前進速度實在真oh

（慢）。 

  寫作台語小說者，女性少kah算無啥會出來1。金安出版社出版「台

語文學大系2」收入十四冊選集，作者皆為男性作家，其中以詩為主，

其次散文，上少數者小說；Ih宋澤萊主編ê《台語小說精選卷》收入戰

前賴和、黃石輝；戰後宋澤萊、陳雷、王貞文等人作品，其中kan-nā王

貞文3是女性；一來台語寫作者濟濟亦是參與台語文學運動ê男性作家，

怹ê創作kap論述較濟是有強烈ê意識性、功能性kap目標性。洪儀真tùi左

翼思想ê比較研究，日治時期ê鄉土文學論戰論者出身以文人kap知識份

子為主，koh當時台灣女性真少有機會受教育，何況較高等ê教育；hiah-ê

知識份子對普羅階級ê認同程度真koân，論戰前後koh是左翼路線主導，

tī書寫上主張以台灣現實為基礎；Ih戰後教育雖普及，不過政治肅殺氣

氛ùi五○年代了後直直湠開，七○年代ê鄉土文學論戰kap後續攏摻著真

厚ê政治反動kap實踐，參與者亦較濟左翼論述ê文人。（洪儀真，1997）

台籍女性tī戰前受教育文化啟蒙機會少、戰後受政治環境kap傳統規範束

縛，七○年代以前無聲，八○年代亦普遍tiām-tiām，tī意識展現kap發言

比例上，女性ê缺席率戰前戰後攏極koân。目前已有學者如邱貴芬針對

台灣女性小說史來檢討台灣文學史書寫者對女性文學ê忽略： 

                                                 
1 若koh以黃佳惠《白話字資料中的台語文學研究》，其中討論六位作家亦皆為男性（分
別是柯維思、柯設偕、偕叡廉、林茂生、鄭溪泮、賴仁聲，台南師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碩

論。2000.6）來看，戰前台文ê女性作家差不多是無。 
2 金安出版社由黃勁連策劃ê「台語文學大系」十四冊，總共十四位作家作品（分別有許
丙丁、林宗源、向陽、林央敏、黃勁連、陳明仁、胡民祥、陳雷、沙卡布拉揚、李勤岸、

林沉默、莊柏林、顏信星、路寒袖），會凍講戰後ê台文女性作家siūⁿ少，當然亦被忽略。 
3 王貞文原來ê台語創作以漢字為主，但伊是基督徒，beh使用羅馬字書寫也非難事。2003
年由李江卻台語文教基金會舉辦ê「第一屆阿卻賞台語文創作獎」小說得獎ê女性是王貞
文（〈純真年代〉）；Ih 2004年由旅居海外ê吳金德先生提供經費贊助、台灣海翁台語
文教育協會舉辦ê「第一屆海翁台語文學獎」正獎亦是王貞文（〈自由時代〉）得著。女
性書寫ê台語小說成長相當ê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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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文學史學方法是否該考慮將史家立場與作品立場分開處

理，史家關注的重點不在作品是否表達了史家立場一致的政治

立場，而是在殖民歷史脈絡裡，作品與當時台灣主流／非主流

意識形態、文壇形成怎樣的對話狀態。（邱貴芬，2003:56） 

邱貴芬 ê話，對應 tī台語小說亦是類似 ê 狀況，-koh台語文學寫作者

kap作品 ê 立場是 kap所謂史家立場較相 siâng ê，若先 mài講台語文學 tī

主流文壇是啥物對話狀態，女性 ê 台語小說 tī「台語文壇」，亦會使講

無任何對話。 

所以本文tùi「鄉土」立場出發，以「語言」ê觀察sak入，觀察九○

年代末期開始寫作ê台語小說女性作者--清文4 ê作品：〈虱目á ê滋味〉5，

作者本身是行過鄉土年代ê女性，伊書寫一位經歷台灣城鄉變遷過渡時

期ê少女，tī環境ê壓迫下如何改變思想kap行動，koh是遭遇如何ê不幸。

雖然目前有關清文作品ê評論無濟，伊ê小說亦未成集，筆者會以伊ê作

品作為文本來討論，主要小說本身文學性kap品質攏真夠，尤其人物kap

語詞-nā寫實自然，koh是真súi氣兼líu-lih，ih台文作品tī市場能見度siuⁿ

少，其實亦ǹg望女性ê台文作品被重視，tī討論ê時逐家對台語文學ê印象

就較袂過頭刻板。透過台語小說，除了觀察文本當中民族性ê展現，其

實koh有突破ê空間，台灣ê受殖命運往往被型塑出「女性」形象，咱tī跳

脫舊有女性悲情等於台灣命運思考ê框架了後，ùi觀察清文ê〈虱目á ê滋

味〉中「私領域」kap語言ê策略落手，梳理hō-ló話中漸漸消逝ê「在地」

滋味，chiah-ê「滋味」tī新世紀多元文化當中呈現怎樣ê現代面貌，會凍

                                                 
4 清文，女，本名朱素枝，另有筆名A-ki（阿枝）、Sò·-ki（素枝），較chiap以父親之名「清
文」發表小說。1959年 7月 15日出世tī高雄，高雄三信高商畢業，婚後kap夫婿北上行商，
現居台北。佮意讀小說，-koh原本無寫作經驗，kàu 1997年左右tī TNT電台聽主持人紹介
陳明仁「台語小說」了後，以想beh「一窺究竟」ê心態，前往TNT探問，進而又入「李江
卻基金會」擔任行政人員，無意故soah寫出一篇koh一篇動人ê台語小說。Bat發表小說〈洗
身軀〉、〈虱目á ê滋味〉、〈昭-a〉、〈Khiàng 姆--á beh起行〉、〈查某孫仔〉、〈美國
ê巧克力〉等，koh有散文數篇。 
5 〈虱目á ê滋味〉連載tī《台文罔報》（月刊），第 77-79 期，2003.02.15-2003.04.15，三期
共分 20 小節。以漢字、羅馬字（教會白話字，簡稱白話字、POJ）合用的「漢羅」台語
文字系統為其書寫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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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ō·台語文學書寫kap閱讀ê時加添怎樣ê積極意涵kap啟示。 

 

二、來自民間 ê素樸創作：「清文」kap〈虱目 á ê滋味〉 

 
  台語小說tī台語文學發展進程內，書寫形式是備受爭議、逃避亦是

辦法ê問題。筆者tī訪問一寡台文作家ê時，發見真濟人原本無gîa筆寫作，

怹tī機緣下接觸台語文學作品，學習「漢羅」了後，開始試驗書寫，怹

多數是一般底層人民，怹講，母語書寫h怹找著「抒發」ê方式，免koh

被動等待別人為怹發聲，清文就是相當有代表性ê例6。這是一個不可思

議卻真值得思考ê問題，敢是國語政策對民間語言限制siuⁿ過頭，ih是華

語書寫對多元ê台灣語文產生無形壓制，真濟底層ê聲音無法度真正得著

tháu縛？先拋開chit-ê大問題，以下就先án作者清文本身kap伊〈虱目á ê

滋味〉之間ê關係來對使用ê語言來tāu-tāu討論： 

 

1.女性清文： 

  頭前提起「清文」之名來自父親，一般聽著「清文」ê名，大概會

想著華文小說〈三腳馬〉作者鄭清文，尤其台語小說女性作者實在少，

「清文」聽起來亦 hông 掠準是男性。一位女性作者筆名號 kah較男性、

中性，像伊講 ê是用爸爸 ê名，kan-nā是筆名就 h人有曖昧 ê猜測。比

較起正港 ê男性作品，chit款曖昧特色，咱 tī文本中亦會有看著。 

  就算是王貞文 ê書寫也較以「公領域」為基調，清文小說 ùi「私領

域」ê真實出發，內容跳脫台語文學中時常強調 ê政治實踐性。筆者認

為女性 ê清文因「無細膩」聽著廣播 soah 來進入台語文學 ê世界，了後

koh tī「李江卻基金會」擔任助理工作，啟蒙伊 ê「語文教育」；但是對

大環境 ê政治、經濟、教育作批判、嚴苛提述伊 ê看法，恐驚 是清文

                                                 
6 除了清文，咱較熟悉ê是蕭平治，tú 退休ê國小教員。50 歲才學電腦，亦因為接觸白話
字，開始書寫、研究、推廣白話字，無kàu十冬就有家己ê白話字工作室網站，koh 出版過
《台灣俗語鹹酸甜》系列冊、散文集、教學課本等等。另外，洪錦田原是計程車司機，

亦無寫作經驗，攏因為白話字ê關係，h怹找著家己ê發言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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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個性 kap專長，所以伊 tī學會曉這套書寫工具了後，較 ùi自身成長經

驗 kap所看 ê現實寫起，詳緻去描繪身邊所觀察體會著 ê事物 kap情感，

ih 刻劃人物經歷時間拉有夠長，亦將時代 ê 變遷帶入，因此無受學院

影響所以無講究 siuⁿ濟技巧 ê清文小說呈現真素樸 ê風貌，koh因為成

長環境也無 siuⁿ濟「正規」教育 ê「鍛鍊」，伊 ê用詞保留相當濟 ê在地

語彙，行文方式 kap男性台語作家強勁 ê「力道」真無仝，亦表現主流

華語女性作家寫袂出 ê特異美感： 

4枝 tàm正 oat，koh 行 1-tè-á就會看著巷 á口 1欉茄苳，正手 pêng

有 10間 khàm鉛 phiáⁿ ê柴枋 á厝，起 kah無平 kôan，厝後 hit-tè 

pùn-sò地 á tún 1堆 1堆人拆厝 ê磚 á、沙，年久月深，風吹雨 ak，

發真 chē菅芒。Tò手 pêng日本式 ê舊宿舍，牆 á疊 kôan-kôan，

牆 á內 ê sōaiⁿ-á thóng出來外口，tk 年若是 sōaiⁿ-á 結籽，準作 iáu 

bē食--得，對面 ê gín-á mā會 sô-kha liam手來 beh偷挽。 

Chit段情境式ê描繪寫tī頭葩，作者徛tīam全知觀點ê位置來講述這個

故事，連結局出現ê「魂魄對話」（知家己過身ê A雪kap早就往生ê A-má

對 話 ）伊攏看kah一清二楚，-koh，以「khàm鉛phiáⁿ ê柴枋á厝」、「發

真濟菅芒」chit款形塑環境ê筆法，koh佇chit段頭前有「薰kheh-á ê煙像 1

隻白蛇，khoaⁿ-khoaⁿ-á soan到電火球á」ê氣氛營造，頭殼清楚ê說書者kap

故事情景有一種特殊ê距離感，產生ê曖昧度就真夠。作者原底tòa高雄，

女主角A雪7一家就tòa高雄，袂凍講是自傳小說，-koh ùi自身成長地寫

起，藉著茄苳樹、柴枋厝、磚沙、菅芒、舊宿舍、「sōaiⁿ-á」（芒果）chit

寡會tòe著時間自然陳謝ê事物排列，有召喚（evoke）作者tī高雄生活hit-ê

遠久記持ê意味，亦看會出情節發展並是往喜劇方向，tú開始就有步入

荒涼氣味ê經營8，tī彼個所在發生ê故事，已經親像過往傳說，猶是hiah

                                                 
7 這是台灣人長久以來慣用ê「暱稱」，tī名頭前加「阿」（A）字，像阿明、阿雪、阿玉
等，或者tī名後壁加「仔」（a）字，如財仔、杏仔、孝仔等，攏是使人感覺相當親切tī
用語。戰後台灣人語文教育轉換，稱呼亦有轉變，像小華、小明、小強等等。台語小說

中保留真濟舊時代台灣人ê稱呼慣勢。 
8 筆者beh討論清文作品，並且ùi〈虱目á ê滋味〉入手，koh tī本段結合作品kap作者本身，
亦是兩遍接觸作者所得之感。第一次見著作者，伊是h人感覺瘦抽、活潑ê婦女，當時k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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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 

  若是 tī清文 ê小說內面，亦真濟以女性出發 ê主題情節，除了〈虱

目 á ê滋味〉，koh有〈洗身軀〉、〈昭-a〉、〈Khiàng 姆--á beh起行〉、〈查

某孫仔〉等等攏是，ùi 女性幼絲 ê心思觀察近圍生活，見證時代變遷、

平衡男性語言當道 ê社會倫理，尤其本土、在地、「台灣」chit種長期被

殖民者觀點以負面形象看待 ê同時，女性 ê、私領域 ê語言 kap 言說，

應該 ài愈被重視、討論，而且是平等慣用。 

 

2. 〈虱目 á ê滋味〉： 

  「虱目 á ê滋味」是啥物滋味？如人飲水，冷暖自知！但是小說畢

竟有一個 beh表達 ê物件，題目亦就有曖昧 ê美感，不過亦 通袂記，

出身底層 ê人，定著滋味會有相 thàng。 

  小說一開始是主角 A雪 ê 老父「財--á」tng teh 哱菸哱 kah真無奈，

煩惱無錢納厝稅，koh除了厝內子兒嗣細歸大 kōaⁿ，亦有久病 ê 老母，

致使伊經濟壓力大 soah 來睏袂落眠。怹家後「杏 - - á」來 kā 安慰，財

--á soah對「娶來 ê神主牌」怨嘆講無保庇伊「大 thàn錢」，透世人 kan-nā

靠賣粉圓維生。後來財--á ê朋友 A魁 chah財--á上愛吃 ê「麻虱目 á」來

相找，ih麻虱目 á 也是財--á一家「拜公 má」ê時上虔敬 ê必要祭品。 

  女主角A雪是長女，國小畢業就失學kàu工廠作工tàu助厝內經濟，A

魁tī屏東開餐廳利潤真厚，怹某「魁ḿ--á」生兩胎攏夭壽，第三胎是三

十多歲ê高齡才有ê，soah生著蒙古症9ê囝仔「孝--á」。後來A雪去A魁ê餐

廳作khang-khòe，伊乖巧認真，受A魁真信任，無意故soah tī A魁尪仔某

                                                                                                        
知伊寫小說，也無進一步交談。後來知伊得著不治之症tng teh接受化療，外界亦漸漸知
影「清文」就是伊。第二次見面著是主動探訪，伊ê精神kap第一次ê時差真濟，-koh無變
ê是她笑詼開朗ê笑容，以及伊h人樂觀處世ê態度印象。 
9 蒙古症正確名稱是先天愚型，亦叫「唐式症」，醫學上號作Downs Syndrome，是先天性
畸形，tī卵子受孕ê時就產生，病因是細胞遺傳因子異常，正確原因袂凍確定，較chiap發
生tī高齡產婦。患者頭部較小圓，ām-kún(頸)短koh闊，面kap鼻偏，雙眼斜向，上舌較突
出，耳仔較細，掌闊，尾指細koh向內彎，手底可能只有一條橫紋。患者定定兼有內臟、
腸臟畸形。智能極低，袂凍受教育。但決定性診斷方法要檢驗細胞遺傳因子才通確定。

參考網址：http://health.healthonline.com.tw/article/p205.html。 

http://health.healthonline.com.tw/article/p2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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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下不得己「嫁」h頭殼只有tī五、六歲ê孝--á，為著厝內經濟，A雪

必須壓teh少女情懷ê憧憬kap工作壓力ê苦楚，來「回報」A魁夫婦tī金錢

上對A雪一家ê援助。但tī A魁期待未來伊會凍一世人攏留tiām怹tau掌管

餐廳經營、照顧袂大漢ê孝--á終生，koh鼓勵伊讀暗學仔接受中學教育，

也因此kap送瓦斯ê少年人天來有進一步ê秘密交往。-koh長期ê壓teh卻tī

一個寒風暗暝，A雪下課後kap天來約會ê，天來逼問伊kap孝--á啥關係ê

時，歸ê情緒攏tháu洩出來： 

A雪倒退 2步 phîn tī牆 á邊，親像 1-sian 石膏人。霜冷 ê風直直

吹， A雪自尊 ê面罩吹 tùi 13天外，上尾 ê尊嚴像 1片 1片 ta-lian 

ê 葉 á lak tī塗 kha，i un 落去大聲 háu： 

「我 mā 知 gún是 siáⁿ-mih 關係，我 kan-taⁿ知 iá，n我 5 年 pk 人

20萬，tk 個月有獎金，tk 年有紅利，人 beh ài我 tó就 tó，ài 我

khiā就 khiā，你 kā我講 che是 siáⁿ-mih關係 」 

A雪 ná哮 ná反問天來講「che是 siáⁿ-mih關係」，伊 是真正釐袂清 hit

款關係，伊知伊失去自由，五年 hông「pk」（贌租）20 萬，袂使違背

錢主 ê命令。Ih五冬期限過去，當初 A魁講好五冬會 hA雪家己決定

去留，-koh當伊決定 kap天來結婚，beh 離開 A魁一家時，怹 soah無

beh答應，魁 ḿ--á甚至認為 A雪無天良，hoah走就走，最後是孝--á袂

堪 chit，失手用曾經送 h A雪 ê「hûi á 做 ê ang-á」（瓷器娃娃）摃死 A

雪，家己也因衝擊過度 soah心臟定（tiāⁿ）去。 

  A 雪 ê 身世就親像價數便宜，但對散赤人來講卻真「補」ê「麻虱

目 á」，伊掩藏伊「厚刺」ê個性，成全需要伊 hōaⁿ持 ê 兩個家庭。 

  值得 koh講 ê是，小說以一首短詩 gíu開序幕： 

  茫茫渺渺 ê十三天外 

  望有淡薄仔光來照路 

  予飄流 ê 神魂 

  找著依倚 ê所在 

  Tam一屑仔真心 ê疼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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Ùi台灣小說發展來看，以詩入文ê小說無濟，戰前ê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

就bat有chit款試作，tī伊未完稿中有一篇小說是先題一首詩：「蠢蠢群生

罪孽生，毫無改變競相侵。合該洪水從天降，洗去人間作惡心。／莫怪

天災要降臨，世人罪惡已真深。大家只顧貪私利，一樣全無公德心。／

暗霧重重撥不開，人間污穢積成堆。合該洪水來洗刷，洗出光明世界來。
10」賴和小說是新文學，伊ê入詩仍留著古典漢詩ê餘風，以大水來kàu是

人之作罪ê詩境，點出人民不該自私，應當同心合力渡過難關。Ùi這一

點會凍看出文學類型tī發展初期往往chham著詩歌ê律動前進，新文學展

開時有袂少詩歌產生，戰後ê台語文學發展首先也是詩，數量亦上濟。

以詩入文ê小說有較少，卻是值得研究kap比較ê面向。 

  Ih〈虱目á ê滋味〉短短五行ê現代詩文，tī小說一開始已提示主角死

亡ê悲劇，不過也必須看kàu最後才會凍倒轉來重新感受作者以此詩入文

ê用心11，chaih-nih浮輕koh是hiah-nih沉重ê盼望，對應kàu頭前提及作者ê

全知觀點，像koh將作者kap小說內伊關照ê人物綁ân，小說中至少有三位

「飄流ê神魂」：A笑--á、A-má以及A雪，怹攏是女性，怹攏身負重物，A

笑--á被要求保庇「大thàn錢」，A-má艱苦一世人，食老koh身苦病痛，ihA

雪ê責任koh愈加倍兼無奈。Hit句「Tam一屑仔真心ê疼愛」敢是作者家

己所ǹg望ê嗎？雖然hit-ê「Tam」12字，下kah如此卑微，hit款疼惜亦只有

女性會h女性家己。 

  尤其目前逐家對台語本質較 oá向男性 hit款粗骨印象，真濟人會曉

台語攏 ùi男性用語開始學（譬如所謂 ê垃圾話），造成 chit款觀點，媒

體 ê傳播 kap汙名有真大影響，像 Dominic Strinati所講： 

                                                 
10 參見林瑞明編，《賴和全集》小說卷，〈未命名〉(洪水)。【編按：創作日期不詳。本文

未完成。】小說大概是以查某主人發見厝內狗仔「著生驚黑白吠」，kàu叫醒查甫主人kap
「囝仔」起來，說明協力掘土來造岸防水，比坐leh等大水退去較有法度保衛家園。台北：

前衛，2000.6，頁 291 
11 筆者tī 2004年 12月 28日前往永和探望作者，伊提起此詩是tī寫完小說，koh將家己感動
其中ê情緒沉靜後所寫成，然後題詩tī文前。（雖然了後筆者有koh訪問作者，伊攏講伊對
詩真無法度。） 
12 「Tam」ê意思，類似中文ê「沾」，但是比「沾」ê力量較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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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多數對於女性及通俗文化的研究，多集中於塔克曼

(Tuchman)所言「女性符號的滅絕」的討論。簡言之，造成女

性的「符號滅絕」是因為媒體的漠視、譴責與瑣碎化所導致。

（Dominic Strinati，2005:163） 

Koh因為母語被國語政策長期壓迫，使得濟濟人對台語、台語文學有負

面偏見，所以 ùi 女性語言做觀察，咱先預設一個意義，就是去翻轉一

般人對台語 ê 印象。Koh 若進一步徛 tī 女性主義 ê 角度來看，Dominic 

Strinati亦強調： 

女性主義在文化、媒體研究中的價值，就在於她是一個包含知

識性與批判性的通俗文化的研究歷史。（Dominic Strinati，

2005:168） 

小說作者清文雖然 是啥物女性主義者，但是 ùi伊 ê小說內容是女性觀

點，koh 是徛 tī 民間位置出發，chit 款雙重意義連結起來，意義就加真

重。所以續來，筆者就 beh將文本中種種語詞看作一款符號（code）來

觀察，企圖找出清文小說內面自然 ê詞彙，卻有積極意涵 ê具體分析。 

 

三、走找香味：〈虱目 á ê滋味〉中語詞 ê運用特色（以「動

詞」作例） 

 
前言講著「鄉土」小說 tī對話部份有真濟台灣話表現，顯示出無仝

語族 ê文化 kap民族性，以下簡單 tùi鄉土小說家代表之一黃春明 ê幾篇

小說為例（郭楓，2001:241-337），觀察伊 ê鄉土小說書寫策略 kap模式，

hām清文 ê台語小說寫作 tī語彙運用上，有啥款無仝 ê特色，koh 來 beh

聚焦論析作者 tī華語教育之下，〈虱目 á ê滋味〉保留怎樣程度 ê「台語

味」，chit款台語味 kap「原汁」台語敢有差距？因為篇幅有限，本文主

要以「動詞」運用做為論析對象。 

暫且不論內容，黃春明 ê鄉土小說 kap七、八○年代 ê鄉土小說 tī

「鄉土」ê表現上有類似調性，真濟是敘事部份使用戰後一般慣用 ê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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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書寫，tī對話內 thàu-lām著無真「台灣」koh無真「國語」ê文字：  

「呀！原來你是在想水車的事，憨孫哩啊！老實告訴你，有一

個這樣比房子還大的水車是夠麻煩的了，不但叫你喉嚨放大，

到風颱季節的時候，見了無尾猴爬上海口那邊的天上，就得發

動十幾個男人來把水車卸下來，裝上牛車運到州仔尾五谷王廟

的後院放下來避風 」--〈青番公的故事〉 

「對了！幹伊娘哩！」蚯蚓突然叫起來：「前天他不是說要到

街仔擇日館看日子，想擇一個吉日改灶嗎？他說他家的灶柴火

燒得兇。」／「哈哈──我想起來了。」阿圳裂開嘴笑了一陣

才說：「我這個頭殼壞了啦！和田底石頭一樣，應該揀掉！旦

上就是他要上街仔的時候，我們才在井邊碰頭的。」--〈溺死

一隻老貓〉 

「鬼姦着這麼大聲嚷！」蚯蚓被嚇醒而有點惱怒，但他馬上看

清阿盛的神色和平時不同，轉口氣打趣着說：「我們還以為你

在後街仔的半掩門不回來了呢。」他本能的用手拂去睡着時淌

下來的口水。--〈溺死一隻老貓〉 

坤樹看著阿珠，但是以為阿這一動將抬頭時，他馬上又把視線

移開。他又說話了：「今天早上紅瓦厝的打鐵店著火了你知不

知道？」--〈兒子的大玩偶〉 

「醒過來了。」修女一進門看到阿發就說，然後一直走到阿發

的身邊，手放在他的額頭：「有沒有感覺到怎麼樣？」 阿發

和阿桂他們剛才一樣，頭一次聽外國人說本地話給嚇住了。--

〈蘋果的滋味〉 

「哇！阿發你這輩子躺著放就行了。我們兄弟還是老樣，還得

做牛做馬拉啦。誰能比得上！呵呵呵。」……「別裝蒜：你以

為我們不知道？美國仔都告訴我們了。而且你家的啞巴女兒也

要送到美國讀書，還有……。」--〈蘋果的滋味〉 

Chiah-ê對話是黃春明這四篇小說中，較明顯有台語雜 lām ê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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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h 比例佔全文 ih 是真少，較濟是〈溺死一隻老貓〉中，呈現村民

氣憤對話 ê話頭，伊直接用所謂 ê「垃圾話」表示，會成作「鄉土小說」

是據在描寫 chit塊土地人民 ê現實生活，若 -是〈兒子的大玩偶〉kap

〈蘋果的滋味〉拍作電影，恐驚 chit款鄉土，除了內容有抵抗文化殖民

kap帝國主義 ê意涵以外，像〈蘋果的滋味〉中，劇中人物 kap美國修

女所說 ê「本地話」（hō-ló話）， hoān勢 chit款「鄉土小說」h任何一個

華人攏看有，卻無法呈現「台灣」ê 鄉土色彩，因為伊 ê「台灣味」無

夠、台灣「腔口」（khiuⁿ-kháu）實在無厚。 

咱會凍理解chit款小說放tī台灣文學史發展ê脈絡中，正是殖民地文

學ê現象kap特色之一：以非母語寫作母土呈現語言文化被殖民ê軌跡。

-koh黃春明筆下chiah-ê小人物ê「聲音」kap被拍作電影ê兩部小說，使

我想起一遍tī聽詩人吳晟演講13，伊起起散文集《農婦》出版了後，電視

台邀約beh拍作電視劇，《農婦》描寫吳晟母親ê田圧生活，電視台本beh

找江霞演出，soah因被規定ài講「國語」，江霞拒演，後來找講「國語」

ê文英擔任，字幕亦拍中文，吳晟怹媽媽看著電視，看袂出是teh演家己、

甚至看無teh演啥ê故事。 

咱看著多數鄉土小說內面，若是有台語ê部份，大概是所謂ê「髒話」

（尤其是「動詞」），若無就是「阿某」、「某仔」之名，án-ne是beh表現

出gōa「本土」（local）（David Crystal，2001:35）ê文化呢？因此，台語小

說中用「動詞」來營造出ê意象、個性更加鮮活生動而且立體，清文ê〈虱

目á ê滋味〉中ê動詞運用hȱ人相當會o-ló。以下分作兩部份析論小說中ê

「動詞」： 

 

1.「動詞」tī敍述文字構成 ê意象： 

  語言學家 Steven Pinker認為，在片語裡面，動詞是個獨裁者，它決

定超級規則所賦予它的空間該如何運用；一個句子若要合文法，動詞的

                                                 
13 2004 年 8 月，鍾理和基金會舉辦ê「笠山文學營」，hit屆主題是「農民文學」。地點tī
美濃福安國小。吳晟講演題目是「詩寫農民，筆寫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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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要被先滿足；動詞有權力決定誰對誰做了什麼，因此在沒有檢視動

詞以前是無法確定角色的。（Steven Pinker，2003:134-135）動詞 ê 重要性

goân，所以特別 beh以伊做討論。 

  動詞 tī 小說內 ê 使用相當繁複，咱看幾段敘述文字，就 h人感覺

作者真 gâu ùi平凡事物中，描繪伊所 beh營造 ê氣氛，以詩入文後 ê開

場就是一段動人 ê文字： 

薰kheh-á ê煙像 1隻白蛇，khoaⁿ-khoaⁿ-á soan到電火球á，財--á chhun

手去the̍h薰，大力suh kah盡pōng，i 坐tī廳--nih ê the椅，薰 1支pok

過 1支，bē-su 免用錢買--ê。（粗體、底線是筆者所加） 

延續著詩中魂飛向十三天外ê茫茫渺渺，鏡頭gíu回現實由近身ê細處tùi

外擴大，薰（菸）「khoaⁿ-khoaⁿ-á」「soan」14上天，ih pok薰ê財--á soah是

beh大力kā「suh kah盡pōng」，（吸到底），像亦beh將家己ê氣息suh盡，小

說一開始就將物kap人ê速度做對比來刻劃，「suh」kap「pok」ê力道無仝，

現代慣用ê「食」（chiah，食菸）kap華語ê「抽」所表現ê心情，無法度表

現出「suh」kap「pok」附h小說人物ê沉重，就親像頂一段所講hit段oat

入巷仔口情景ê描寫。 

財--á khiā--起-來，行去釘tī 壁--nih ê紅keh桌，tùi chhāi tī 面頂ê 神

主牌吐大khùi…… 

「釘」是真正ân-ân、死死hit款kā財--á與「紅keh桌」（神龕）khōng（嵌

鑲）作一伙，koh「chhāi15」leh ê神主牌kap財--á相對看，愈顯示著伊對現

實生活想無出路。神主牌仔才是beh被釘死ê，財--á應該koh有通震動ê機

會，tī chia ê「動作」soah被對換。續來chit段ê動詞運用h看起來靜態ê事

物流動起來： 

灶kha內ê桌頂飯菜排好勢，蕹菜炒kah青lèng-lèng，虱目á頂面淋

五柳羹，花枝丸chìⁿ kah金sih-sih，刺瓜湯--nih ê丸á浮tī面--nih，杏

--á koh去kā做牲禮ê猪肉piak h鹹tok-tok，一--來khah bē pháiⁿ，二

                                                 
14 「soan」ê動作原有蛇行ê意思，亦有像華語所講「溜走」之意，只是蛇ê蜿蜒感就消失
一大半去。 

15 「chhāi」比徛直直koh較像柴頭尪仔愈失魂落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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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khah省mh配，財--á iúⁿ湯試鹹chiáⁿ，chiah kap A貴坐好，等A

茹添飯。 

桌頂 ê飯菜早就 chhôan好，清文並無用 siuⁿ濟技巧性 ê形容詞，soah

用動詞 kā菜色 ê畫面鋪排 kah 更加鮮明，像蕹菜 tng teh「炒」、五柳羹

tng teh「淋」、花枝丸 tng teh「chìⁿ」（炸）、丸 á tng teh「浮」，無定亦因

為作者是家庭煮婦 ê關係，對家務有相當 ê掌握，有法度將平凡生活內

ê慣性動作寫入，自 án-ne自然呈現素樸 ê風格美感。 

  Koh舉幾個類似ê細微動作：A雪ê阿兄添丁beh偷食「虱目魚肚」，仝

一段內面就有「ngeh liám-tó͘」和「liàm liám-tó͘」無仝程度ê偷食步，ih當

「添丁看著財--á來，phiu--leh趕緊走，chhun A雪gōng-gōng-á khiā tī hia h財

--á修理16……」，hit句「phiu--leh」ê語境是比走（跑）koh較緊，像飊(phe)

車差不多ê風速，若是khīa tī hia被老父「修理」ê A雪看起來就較條直

（tiâu-tt），用動作來寫活人物ê個性，添丁ê「取巧」kap A雪ê「條直」

對比相當大，一個長子、一個長女，兩人ê運命亦是天差kah地。 

  另外，「魁ḿ--á酒phâng--leh，1 嘴 1 嘴免hioh喘一直kok，bē-su leh灌

t-peh-á」，hit-ê「kok」字現在已經真少用，攏較用「灌」來代替，「kok」

字原有灌水聲ê意思，若只用「灌」字，頭前「免hioh喘」ê緊促感亦減

去歸大半。Koh魁ḿ--á續落去講：「Che是山--nih ê ka-lé-á浸--ê」，hit-ê

「ka-lé-á」，一般漢字寫作「傀儡仔」，是無靈魂ê柴頭之意，tī chia是指

山頂ê原住民，ùi chia亦通看出早期漢人對原住民ê稱呼是帶有真大歧

視，將原住民看作無靈魂ê「非人類」看待。 

  其他像：「枱á頂hit粒sōan石墜á，ná 像A雪tin--落-來ê目屎。」ê「tin」

字現在亦較濟用「滴」，小說中koh有「liàn落來」ê用法。「A雪倒退2步phîn 

tī牆á邊，親像 1-sian石膏人。」kap伊「上尾ê尊嚴像 1片 1片ta-lian ê葉á lak 

tī塗kha，i un落去大聲háu」ê「phîn」、「un」也是會曉講台語ê年輕一代

差不多袂曉用ê動詞，兩字呈現ê無力、茫暈感是近似昏死ê狀態。 

                                                 
16 「修理」：siu-lí，影響自日文漢字ê台語用詞，chia是台語慣用ê 「chàm」、「拍」或則
是「tip」等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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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詞 tī這篇小說中 ê敘述文字內大量運用，比較起早期 ê鄉土小說，

因慣勢中國白話文 ê 書寫，beh 表現「鄉土味」kan-nā 靠對話，但是對

話 koh因為台語用字感覺困難，用 kah「khê腳 phōaⁿ手」，〈虱目 á ê滋

味〉tī 華語普及 ê 時代跳脫台語用字 ê 束縛，展現伊使用 chit-ê 語言成

功塑造「美文」ê能力。          

 

2.對話中 ê「動詞」： 

  Tú-chiah講kàu鄉土小說ê「鄉土味」不足，因kan-nā用tī「對話」，雖

然用kah無真好，其實也無完全對。鄉土17是在地描繪ê立體形象，無一

定ài以語言呈現，但就殖民地文學來講，kap語言ê關係絕對脫袂開，若

無黄石輝亦袂用〈怎樣不提倡鄉土文學〉ê題目，來主張殖民地下ê台灣

文學應該用台灣語文來書寫18。Kap鄉土小說中往往以所謂「髒話」來展

演「鄉土」soah將台語污名、低級化ê策略無仝，台語小說內除了情節會

凍有美學技巧ê運用，或則比較表現tī敘事文字ê描摹、譬喻等等，伊ê對

話就比鄉土小說較貼近生活，也通講是較少tī「文字」頂teh「chhiâu-chhek」
19，較如實呈現。 

  所以續落來 beh談〈虱目 á ê滋味〉中對話部份所用 ê「動詞」，小

說內看無著啥物「幹」或則是「幹伊娘」ê用詞，tī chia beh以 chit-ê觀

點出發做比較，本段特別舉出「情緒性」ê對話，並且將舉出 ê 例翻作

中文對照來說明： 

「你講he siáu話！Gún cha-bó͘-kiáⁿ 是塗ang-á lip--ê neh，h人lám 

                                                 
17 與註 24 ê「本土」用法相仝，攏有indigenous、local、native ê語彙替換，指涉範圍也往往
無完全仝，當然是無論語言或則族群攏通運用。 
18 黃石輝〈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中ê名句：「你是台灣人，你頭戴台灣天，腳踏台灣
地，⋯⋯，時間所經歷的亦是台灣的經驗，嘴裡所說的亦是台灣的語言，所以你的那枝

如椽的健筆，生花的彩筆，亦應該去寫台灣的文學了。」，原刊tī《伍人報》第 9 號kàu
第 11號，1930年（昭和五年）8月 16日kàu 9月 1日。本段摘自中島利郎編《1930年代台
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2003.3，頁 1 
19 「chhiâu-chhek」tī本文ê意思大概是華語所講ê「推敲」，筆者認為目前華語文學行kàu
目前為止，因為華文是「象形」文字，定定看著真濟作品是teh玩（sńg）文字，字字「雕
琢」，寫實ê文學性愈來愈袂受重視，tī文學觀上當然亦有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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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ńg--ê，我taⁿ-á chhōa i去收驚，就ài khai bē-chió錢。」（筆者華譯：

你說那什麼鳥話，我女兒不是泥土捏造的耶，被人抱爽的嗎？

我光帶她去收驚，就要花不少錢。） 

Chit 句話是 tī相當受氣 ê 狀況下講出 ê，被孝 - - á 企圖侵犯 soah扯破衫

ê查某囡仔，怹家長來找孝 - - á  ê 老父理論、討錢，講話無可能 siuⁿ斯

文，華文亦是會出現「不雅」之詞才算正常，chit 款 ê「鳥話」、「抱爽

的」就較貼近現代少年人 ê用語。 

  若án-ne，這敢是「語言」本身位階高低ê關係？所謂「國語」無論

tī講、聽、讀、寫、「看」等等各種管道攏凌駕於其他母語之上，會凍謂

之高階語言（High language），被入侵ê本土語言soah淪為低階語言（Low 

language），低階語言kap伊ê使用者連帶徛tī被支配（dominated）kap被剝

削ê位置。20首先咱ài調整ê就是無意中將台語看作低階語言ê觀點，若無，

就算無加「幹」字（chiah-nih「強koh有力」ê動詞），kan-nā是用「ang-á 

lip--ê」、「lám sńg--ê」、「khai bē-chió錢」而已，也猶原是被污名。 

「頂chām-á聽A雪講你phòa病，想講beh去kā你看，gún老歲á soah也 

tú好leh chông 病院，行bē開kha，真失禮！」（譯：前陣子聽阿雪說你生

病，想去看你，家中的老人（指母親，指阿雪祖母）也剛好人不舒服我

得往醫院跑，走不開，很抱歉！） 

這是低姿態 ê道歉語氣，「想講」比「想」較 pì-sù（含蓄）；「失禮」

比「抱歉」感覺較「有禮貌」一寡，chia-ê 就 是過頭強硬 ê 語氣，也

表現著台語內面含藏著較內斂內省（但也有可能是虛偽）ê民族性格。 

「你免怨嘆--我，cha-bó͘-kiáⁿ sian本是“有，就嫁；無，就賣”，

你有小弟、小妹ài chhiâⁿ，lín a-má ih leh phòa病，你ài認份，a-pà

若有khah好過chiah補--你。」 

（譯：妳別怨我，女孩子本是「有，就嫁；沒有，就賣」，妳

有小弟、小妹要扶養，妳奶奶還在生病，妳要認命，阿爸若好

                                                 
20 參考洪惟仁〈台灣的語言政策何去何從〉，收tī施正鋒編《各國語言政策：多元文化與
族群平等》，台北：前衛，2002.12，頁 502-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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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一點再彌補妳。） 

這是老父對查某囝苦勸也是半命令 ê語氣，叫對方 mài「怨嘆」，koh

講「有，就嫁；無，就賣」，然後看起來真心 soah帶淡薄仔假仙 ê感覺

講 beh「補」伊，chit 款動詞 khau 來 khau 去（蜿蜒曲折），tī 對話中用

典，動詞變成面具，包裝虛情者 ê面容 kap心理。 

A魁in ang-á-bó͘ chhōe幾nā chōa，A雪講beh去tàu chhōe，魁ḿ--á冷冷

á酸：「免--！你賣身就賣kah今á日niâ，góan nah會敢勞煩--你？」

（譯：阿魁他們夫妻找了好幾次，阿雪說要幫忙找，魁伯母冷

冷地酸她：「不用啦！妳賣身就賣到今天而已，我們怎敢勞煩

妳？」） 

Ih這是「酸 gíu-gíu」兼「刮洗」（khau-sé）ê語氣，若是加上語助 ê

動詞就有無仝 ê 效果，像「免--！」、「勞煩--你」ê 酸味就有較重。親

像咱定定認為廣東人講話真 pháiⁿ，也是因為語氣腔調較重，而且亦著

有熟悉 chit 種語言 ê 語族，才會凍體會 chit 款「長度」表現啥款情緒 ê

「程度」。 

  往往善用動詞會凍幫助其他詞類更加靈活，甚至表現靜態中流動ê

時間感，親像「正手pêng有 10間khàm21鉛phiáⁿ ê柴枋á厝，起kah無平kôan，

厝後hit-tè pùn-sò地á tún22 1堆 1堆人拆厝ê磚á、沙，年久月深，風吹雨ak23，

發真chē菅芒。Tò手pêng日本式ê舊宿舍，牆á疊24kôan-kôan，牆á內ê sōaiⁿ-á 

thóng25出來外口26」；或則是「茄苳kha khǹg 2 liâu破藤椅，蜘蛛牽絲ùi樹á

頂tin--落-來，風吹，蜘蛛線無斷，iû-gôan tī hia hàiⁿ來hàiⁿ去27。Kôaⁿ--人ê

                                                 
21 「khàm」：嵌、覆蓋。 
22 「tún」：囤積。 
23 「ak」：沃、淋。 
24 「疊」：念作thip。 
25 「thóng」：比突出來更突出，像刀「捅」入去主動ê涵意。 
26 筆者譯：右手邊有十間覆蓋鉛板的木造厝，建得高低不一，屋後那塊垃圾地囤積了一
堆堆拆過的磚沙，時間一久，風吹雨淋，長了很多蘆葦。左手邊日式的舊宿舍，牆內的

芒果樹凸出外頭 
27 「hàiⁿ來hàiⁿ去」：搖來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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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tàu，日頭燒 lō，gín-á趁大人 leh hioh-tàu，出來tī水hip-á 邊hip28水

sio-phùn29。」30chit寡用動態襯出靜態、以靜態呈現動態ê畫面，攏真清楚

明白來刻畫著鄉土風景，「鉛phiáⁿ」用「khàm」ê，「菅芒」用「發」ê，

「水hip-á」用「hip」ê，h使用hit寡「名詞」更加適切、更加有正當

性。 

 

3. 原汁 ê氣味，失落 ê香味： 

  范銘如 tī《眾裡尋她：台灣女性小說縱論》內面 ùi五○年代論 kàu

九○年代，對台灣 chit半世紀缺席 ê 女性小說作通盤 ê檢驗，企圖走找

「台灣女性文學傳統」，一章一章寫落，看起來有「女性」ê文學腳印，

「台灣」chit-ê符號看起來就像硬 tàu ê，hit-ê「傳統」親像 koh無影無跡。

（范銘如，2002）范文所觀察 ê 是 ùi 五○年代來台灣 ê 女性小說、六

○年代受現代主義教育 ê文學、六、七○年代出嫁、讀冊或則移民海外

女作家 ê作品濟濟攏是受過較高等「教育」ê 女知識分子所寫。 

  七、八○年代因為台灣政治社會 ê變動，本省籍 ê 女作家亦 tī文壇

被重視，李昂、廖輝英 ê小說對現實有較強烈 ê批判，范銘如猶是聚焦

tī愛情或則是情慾 ê角度來討論。Ih講起九○年代 ê 女性小說行向多元

較 pháiⁿ 歸類，范銘如 koh 以另一章用武俠、言情兩種來探討突出於男

性寫作 ê另類表現（范銘如，2002:189-210），尤其伊用「女性通俗小說」

ê觀點來勘察九○年代以降特別 ê 女性書寫，-koh伊採用 ê文本：荻宜

《雙珠記》kap 席絹《點絳唇》，就題材來講其實攏是武俠小說，情節

背景攏是中國古早時代 ê武林故事，雖然書寫者身在台灣，所寫 ê是失

去「現實」ê 老中國想像。若 án-ne敢算是屬於台灣 ê「通俗」？雖然「通

俗」（popular）一般亦被人 kap「大眾」（mass）lām作伙講，咱猶原 通

                                                 
28 「hip」：通常用tī「抽水唧筒」ê時，用手去扳手扳仔抽水起來ê動作。 
29 「sio-phùn」：互相噴tâm。 
30 筆者華譯：茄苳樹下兩張破藤椅，蜘蛛絲自樹梢垂落，風吹，蜘蛛絲未斷，仍舊在那
邊搖來晃去。寒天的午后，陽光普照，孩子們趁大人們午休時，跑到唧水器旁唧水互相

噴灑嬉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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袂記： 

「通俗」意味著「從人民的觀點來看，而非從權貴的觀點」。

然而「較早的含意仍未消失」。這表示「通俗文化並不是由民

眾而是由其他人來界定的」。通俗文化也常被用來取代過去所

謂的俗民文化（folk culture），但這也是現代才刻意強調的概念。
31

最後，tī上尾一章范銘如〈從強種到雜種──女性小說一世紀〉為題，

咱看會出來，伊走找ê「台灣女性文學傳統」發源自「中國」，猶原是以

「五四」ê觀點台teh看台灣新文學。行kàu chit-ê世紀，用俗民文化ê概念

來檢驗目前台灣論文女性文學傳統ê觀點，可能就看著真濟偏差。第一、

「通俗」無通chit塊土地ê「俗」；第二、猶是建立tī「權貴」ê觀點。其

實tī清文另外一篇短篇作品〈昭 - - a〉32hit款形象就親像「俠女」，亦有

言情成份，故事背景卻是kap土地連結，koh是ùi庶民生活作為文學經驗，

咱敢袂凍án chit款題裁層面去找著咱ê傳統？亦就是頭前所引ê「造成女

性的『符號滅絕』是因為媒體的漠視、譴責與瑣碎化所導致」（Dominic 

Strinati），尤其啥物原因使得「在地女性」ê「符號滅絕」，才是最根本ê

思考方向。 

  筆者並無意專用此節批判范銘如 ê觀點，更無企圖推翻伊 ê 論述，

只不過認為咱 teh看台灣文學 ê時，歷史發展、權力壓爭、政治環境等

等猶是著慎重考慮。尤其是 chham 女性差不多仝款被長期壓迫 ê「在地

語言」應該更加用心「重新」去走找。清文 ê寫作，其實並無意識著家

己有啥物書寫策略，其實會凍稱作「素人」作家，tī接觸白話字進前，

伊無任何寫作經驗，比較起前言提起 ê 台文作家怹 ê 氣口雖然不失細

                                                 
31 Dominic Strinati著《通俗文化理論》，袁千雯、張茵惠、林育如、陳宗盈譯，台北：韋伯，
2005.3，頁 7-8。通俗文化ê概念，tī《通俗文化理論》chit本冊內面，意義有演變，chia引用
ê話是Williams(1976) ê論點。 
32 清文〈昭 - - a〉，刊tī《台文罔報》第 57期，2001.06.15，頁 11-15。筆者 2005年 7月 25
號，tī「李江卻基金會」訪問清文ê時，伊亦講起「昭 - - a」ê故事是確有其人，雖然內面
有重新粉飾過，大概亦是hit款形象。發表ê時因為才tú寫小說，清文講伊若有時間會將〈昭
- - a〉重寫做較長ê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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膩，亦是較政治性、較介入性、較企圖心想 beh kap社會對話 ê男性觀

點。清文所用 ê語詞是 hiah-nih-á原汁，koh帶有女性溫純 ê香味，只是

án-ne ê溫純有一款對失落 ê疼惜感，親像 chiah-ê舊話語已經時日袂久。 

  咱當然無認為鄉土小說 ê「鄉土」描繪絕對失敗，-koh 無法度用

在地 ê語言書寫，-nā讀者無法度真正「進入」鄉土，更加是隔一層紗、

用所謂知識分子 ê 角度 teh「觀看」鄉土。歷史無法度重演只會凍再現

（represent），當殖民地 ê人民想 beh找回失落 ê傳統文化藝術 kap民族

性格，想 beh「再現」，往往猶是想像成份較 kôan。若無 ùi語言落手，「走

找」不過是一種儀式，通往真實 ê 道路恐驚就只有「茫茫渺渺」，真正

kan-nā會凍 tī十三天外盼望。 

 

四、代結語：失落語詞 ê積極意涵--開創新 ê文學性（新傳

統、後現代、新現代？） 

 

Án-ne 一篇書寫女性心酸滋味 ê 小說，出現 tī 廿一世紀初，kap 八

○年代廖輝英 ê〈油麻菜籽〉等等系列小說對女性命運 ê刻劃有其相當

類似之處。嚴格來講，比較起華語小說 tī議題上 ê處理，台語小說 ê內

容「情境」親像「落尾」歸十冬，-koh ùi chiah-ê活靈活現 ê動詞運用

看來，台語小說的確是愈深入將 hit 時代 ê 人民感情、女性價值觀、社

會規範，描寫亦更加立體；ùi 另外一個角度來看，亦無一定只是「hit

時代」ê 過往意義，台灣 ê 城鄉差距猶是真明顯 ê，但是愈來愈濟作家

只是看著「都市」並無看著「民間」，佇「母語」衰微 ê 現今，語言教

育斷層，亦使得文學性、作家關照「現實」ê深度 kap闊度有真大差異，

甚至有斜西 ê現象。 

小說中保留傳統用詞、俗語，tī後現代ê多元「框架」中，亦展現著

新時代標榜ê歧異，不過chit款ê樂觀是ài被質疑ê。當咱看見原住民作家

拓拔斯．塔碼匹瑪、阿道．巴辣夫ê散文kap詩歌中亦有以羅馬字書寫、

另一行以漢語翻譯ê例，多數人會凍接受，這成為一種新ê後現代，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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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koh現代ê原住民文學呈現方式，並且認為是成功ê試驗。（孫大川，

2003:41-46）當然也有以全部羅馬字書寫ê原住民文學作品，卻被看作是

較行袂通ê策略，ih以主張「逆寫」來展開原住民書寫ê去殖民33，亦就

是以漢語作為kap主流媒體溝通ê管道，才是較通「逆轉」原住民文學被

邊緣化命運ê策略。但是，近年原住民作家koh提出將原住民文學gíu出台

灣文學範疇之外，平行於台灣文學ê講法，濟濟以漢語書寫ê原住民文

學，beh講無ài被「收編」而且會凍真正去殖民，恐驚是危險ê，漢化ê痕

跡已經是密密呈現tī文學作品ê形式面頂。 

台語文學 ê書寫處境並無比原住民文學較輸，但是因為「福佬沙文

主義」ê帽子 koh被扣 tiâu leh，無法度以「弱勢者」ê姿態出現，只好更

加勇敢突圍。Ih當台語文學作品 ê氛圍 koh是民族、歷史、政治 ê因子

飄飄不散之時，一位 tiām-tiām無 beh h人知 ê 女性書寫者，展現伊 ê靭

性，成就 kap一般人對刻板印象 ê台語小說無仝款 ê風格書寫。使得斷

層 ê傳統出現一種「新傳統」等待咱去開採，hō·「後現代」ê多元，加

了一元，呈現出特有 ê「新現代」風貌。清文這篇〈虱目 á ê 滋味〉使

用台語漢羅文學書寫，自然 ê「原汁」泪泪流出，ùi 女性關注 ê私領域

內面，咱猶原通得著加倍 ê 啟示，chit 款母語書寫，tī 對抗殖民語言文

化 ê侵犯以外，用原汁流向現代社會，定著將失落 ê傳統被重新關注，

尤其 tī被負面化、「男性」形象 ê台灣符號頂，女性展現 ê在地、ùi語

言行出 ê 女性台語文學，提供一款策略來使負面 ê屈勢轉還 ê機會。 

套一句 A雪 kā怹 A-má講 ê：「A-má，以早你講 cha-bó͘ gín-á出世第

3工，神魂就會去坐 tī人 ê 戶碇 kha，講 che lóng 是註定好好--ê，我 lóng

笑 a-má leh講 hàm古 ，chit-má我 beh信--a。」殖民 ê命運既已註定，

真濟人的確亦甘願受殖，ih當去殖 ê時代來臨，失落 ê要極力找轉來，

通袂記 A雪最後猶是抱持理想 ê天真 kap堅定，向怹 a-má講：「我無

愛做別人 ê ，我 beh kap a-má、a-pà、a母 tòa做夥 ā。

                                                

」chit款 ê堅持，

 
33 參考瓦歷斯．諾幹〈原住民文學的去殖民〉，收tī孫大川主編《台灣原住民漢語文學選
集》，評論卷（上），台北：印刻，2003.3，頁 143-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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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真正袂永遠是別人 ê，才通找著真實 ê自我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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