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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首詩都像一個故事，都有它的秘密；詩的語言，隱含深刻的歷史意

義，在幽暗的時代中發出清明的亮光；詩的閱讀，除了美學的觀

照，更可接觸詩人的意志和情感，在人生的行板中，或回首顧盼，或跳動

起伏；當詩與音樂，藉旋律產生對話，文字與音符交織成一首首宛如奏鳴

曲式的詩歌，在某個生命轉角不經意地與人們的心靈不期而遇，並隨著節

拍偕伴同行。

詩人李敏勇，青春年少即藉詩作抒發不受體制羈絆的思潮與情感，四

十幾年來，他曾為生活從事過許多不同類型的工

作，包括高中教師、報社記者、廣告公司企

劃......。儘管如此，他的工作仍與文字緊密相連，

與詩的關係始終不曾斷絕，他的內心，始終為詩

保留著一個角落，且悠遊於詩文創作的天地。若

追溯他創作的源頭，高雄中學的校園裡，理著光

頭的少年李敏勇，在唧唧蟬嘶陪伴下，藉詩作懷

想甜中帶澀的初戀。

文學青年 為詩寧捨情愛

李敏勇，一九四七年出生於高雄縣，父母都

是屏東人，國中以前都在屏東就學，恆春的「思

想枝」是兒時最熟悉的曲調。進入高雄中學後，館藏豐富的圖書館，對於

喜歡孤獨、自我摸索的他而言，簡直是閱讀與思考的樂園，舉凡小說、哲

學、政治評論、各類詩刊，加上當時的「實存哲學」和現代主義文學，廣

泛地閱讀，讓他對體制的限制，不再那麼心悅誠服地接受，加上情感早

熟，一場荒廢學業的初戀，他透過文字表達甜澀、起伏的心境，自此開啟

他文學創作的契機。

李敏勇談起詩作初次發表時的曲折情節；他曾把兩首詩投稿給校刊，

未見刊登，有一回在書局無意間翻閱〈創作雜誌〉，他所寫的兩首詩卻刊

在上面，但作者竟是校刊主編的名字，後來校刊主編自知理虧，請全班吃

作為一個詩人，李敏勇勤勉、認真地寫詩，也為自己的詩打開

通往世界的窗，甚至藉由詩篇、詞作，譜寫出台灣的歷史與軌

跡，撫平傷痛，帶來希望，他嘗試著每一個可能的機會，帶領

人們進入詩的美麗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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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李敏勇的音樂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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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敏勇一九七

八年參與當時

的「鄉土文學

論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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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淇淋賠罪。

暑假期間他與同學到中橫徒步旅行，每天辛苦的旅程中，都以「就快

到達目的地！」自我勉勵，後來他將這份感受寫成勵志短文，獲中央日報

「人生座右銘」刊登並收錄成冊，這是他第一次在報紙上發表作品。

當時雄中校內經常舉辦「時事比賽」，喜歡廣泛閱讀的他對政治、經

濟、文化、國際事務等深感興趣，因此經常代表班級參加比賽。就讀於高

雄升學率最高的明星高中，不喜歡體制的「文學青年」李敏勇，不像同學

挑燈埋首苦讀，以便擠進大學窄

門，而是糾葛在戀情與學業之中，

後來並未進入大學就入伍服役。

當兵期間持續發表詩作和散

文，軍旅生活也讓他接觸到人生百

態與社會脈動，他開始思索重回大

學校園。退伍後他進入中興大學就

讀歷史系，選擇喜歡的科系，堅持

走文學創作的路，當時並未考慮現

實生活的問題，大學時女友的父親

曾問他：「你讀歷史，以後怎麼養

我女兒？」

一九六九年，他出版第一本著作《雲的語言》，收錄當時發表於報紙

和文學雜誌的詩與散文，「當時所寫的詩，是典型的青年時代感傷濫情的

練習曲，環繞著的是我極早開始的戀情，及一些青年過敏期的生命體驗，

屬於抒情時期的作品。」

〈有一個人〉與音樂初相遇

大學畢業後，為了生活他擔任過高中教師和報社記

者。一九七四年來到台北，進入國泰建業廣告任職，儘

管心中始終為詩保留著一個角落，但為了現實生活，隔

了幾年後才在拾筆寫作，重回文學創作領域，「雖然在

廣告公司擔任企劃、創意的工作，跟文字關係密切，但

專心創作才是我最喜愛的。生活，只要維持一般條件即

可。」

李敏勇把生活一分為三：創作、工作、參與社運；

除了寫詩、譯詩，他也開始寫評論專欄、關懷社會運動

與環境保護的議題，並參與社會文化改造，就在這一

年，他的譯詩，被譜成歌曲，詩與音樂有了第一次的結

合。

一九八○年，應滾石唱片老闆段鍾沂之邀，李敏勇提供譯寫的韓國詩

人申瞳集作品〈有一個人〉，拿給李泰祥譜成華語歌曲：

在對星星做最後一次眺望後

我關上深夜的窗

在地球另一邊的某個地方

有人默默的把窗打開了

說不出是冷漠或熱情的那人的臉

全然的朝向我

我暗中給他祝福

他也許是守護我夜眠的人

也許是漫無目的在夜裡徬徨的人

我不清楚他

似曾醒來打開窗

我又看到

地球另一邊的那一個地方

默默關窗的那人的姿勢

我暗暗的給他祝福

是否輪到我守護他夜眠了嗎

輪到我漫無目的在他夜裡徬徨的人

就讀高雄中學時，因情

感早熟，一場荒廢學業

的初戀，開啟李敏勇

（前排右一）文學創作

的契機。

大學畢業後，

李敏勇曾在台

中大明中學擔

任教職。

軍旅生活讓李敏勇

接觸到人生百態與

社會脈動，決定重

回大學校園，進入

中興大學歷史系就

讀。



第51期
2005年3/4月

9

說不出冷漠或熱情的那個人

我和他常常這樣相遇

談到與音樂的結合，李敏勇表示，他的第一首創作歌詞其實是首廣告

歌曲。一九七九年，來來百貨籌備開幕，委託他任職的廣告公司寫廣告歌

曲，以便在早午晚三個時段播放，負責創意的他便著手寫歌詞，由樊曼儂

譜曲，雖事隔二十幾年，李敏勇仍記憶猶新地哼唱著輕鬆的旋律：「早晨

的歡樂在來來，歡迎來來來，大家來來來......。」

輕鬆歡樂的廣告歌曲、歌手深情吟唱的譯詩，但李敏勇並未因此積極

於歌詞的創作，他表示：「近代詩的演變中，思考性的詩作較不具音樂

性，而且詩的『講究思考』也排斥歌謠化，雖然自由體的口語詩作，本身

具音樂性，卻也無法完全符合歌謠的音樂性，因此早期對於將詩作譜成歌

曲並不熱衷。」直到與作曲家蕭泰然結識，李敏勇才認真地創作歌詞。

〈愛佮希望〉用愛撫平傷痕

一九八七年，李敏勇應北美洲台灣文學研究會之邀，到加拿大愛蒙頓

參加年會，「台灣在一九八七年夏天解除戒嚴，但我們的行程初抵美國

時，台灣仍在戒嚴體制下，那樣的聚會在那樣的時期，很像國外電影中異

議分子、文化人在異國相遇相聚的情景，音樂家蕭泰然和文學人的我，觸

及的是音樂與詩的課題。」蕭泰然自然流露的優雅風度與親切款待，都讓

李敏勇留下深刻印象。

隔年，台灣展開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嘗試為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

件沉冤歷史進行平反，關心社會運動的他，寫下一首詩〈這一天，讓我們

種一棵樹〉；以種樹的儀式喻示再生與自我重建。

二二八事件受難者林茂生的長子，旅居加

拿大的林宗義，讀過這首詩之後，把詩交給蕭

泰然，並建議他與李敏勇合作，蕭泰然在台灣

解嚴後回台，兩人見面後，李敏勇改寫了〈這

一天，讓我們種一棵樹〉的某些章節，作為紀

念二二八事件的詩歌，當時改寫成華語和台語

兩首詩歌，蕭泰然採用台語詩歌〈愛佮希望〉，

這是兩人合作的第一首歌曲，蕭泰然並將這首

歌編入他的〈一九四七序曲〉，成為該序曲中兩

首合唱曲之一，另一首是鄭兒玉牧師的〈台灣

翠青〉。

種一叢樹仔，在咱的土地，

不是為著恨，是為著愛。

種一叢樹仔，在咱的土地，

8

不是為著死，是為著希望。

二二八這一日，二二八這一日，

你我作伙來思念失去的親人，

從每一片葉子，愛佮希望在成長，

樹仔會定根在咱的土地，

樹仔會伸上咱的天，

黑暗的時陣，在樹頂在閃熾。

從〈愛佮希望〉開始，兩人合作過紀念

鄭南榕的〈自由之歌〉、歌詠台灣國花的

〈百合之歌〉、撫慰九二一大地震受難心靈的

〈傷痕之歌〉、禮讚台灣聖山的〈玉山頌〉以

及為台灣歷史的殉難者所寫的鎮魂曲〈啊！

福爾摩沙〉。李敏勇表示，他和蕭泰然合作

的歌曲，全部都是台語歌詞，「這也反映了

蕭泰然的堅持，他想經由這樣的語文堅持，

顯示他的台灣意識。」

李敏勇表示，他和蕭泰然的合作，全部

先由他完成歌詞，再交給蕭泰然譜曲，他在

歌詞裡提供意義情境，蕭泰然再據以發展聲

音情境，在旋律和節奏上賦予字詞血肉，延

伸成為有音樂的詩篇，「這樣的合作方式，作曲家能夠將意象予以音樂

化，他的詮釋是根據歌詞詩篇的意義發展出來的，因此有動人的音樂風

景。」

〈傷痕之歌〉止住傷心的淚

一九九九年，台灣發生九二一大地震。幾天後，僑居美國洛杉磯的蕭

泰然打電話給他，希望為九二一大地震的災難寫一首歌，那樣的情境讓李

敏勇想起一九九五年日本發生阪神大地震，阪神地區有一個社區建築設計

案的建築家安藤忠雄，急忙從巴黎趕返阪神，為那個社區建築增加了「植

樹計劃」，以便日後在阪神大地震的紀念時際，這些開出白花的樹林能為

社區帶來安慰的景緻。想起自己土地上受難的鄉親，李敏勇也希望透過音

樂詩篇，撫慰這些受驚嚇的心靈，讓他們每當回想起那黯然神傷的一刻

時，這些蘊藏在生命底層的音符就輕輕響起，以關愛的樂音止住傷心的淚

水，〈傷痕之歌〉就在這樣的心意下完成：

彼是什麼聲？

彼是咱土地裂開的聲，

彼是咱兄弟在喊的聲，

李敏勇曾任台中台

灣時報的記者。

一九七四年李敏勇到台

北，進入國泰建業廣告任

職，為了現實生活，曾擱

筆數年後才又開始寫作。

此圖攝於台中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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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美麗的靈魂。

殖民統治權力，來了，又離開，這個島嶼像母親，負載承受著苦難，

又煥發著強韌生命力，不同時代，因緣際會來到這個美麗之島的人們，嘗

試著建構命運共同體，在認同之路描繪著國家的願景。這個美麗之島依然

在海的懷抱裡釀造夢想與希望，這個美麗之島盼望她的子民共同呼喚台灣

的名字──啊！福爾摩沙。

佇島嶼的海邊，

台灣的囝仔佇彼歡唱，

視野無限寬闊，

佇島嶼的山頂，

台灣的囝仔佇彼跳躍，

伸手挽天頂的星，

佇島嶼的鄉村，

台灣的囝仔佇彼成長，

對自然學習生命的律動，

佇島嶼的都市，

台灣的囝仔佇彼勇壯，

新的秩序佇恁手中開創

Ilhas Formosa Ilhas Formosa.........

具有歷史意義，文化意識和現實意識，是李敏勇和蕭泰然合作歌曲的

特色，每一首歌都是一個註記，貫穿一九九○年代，戰後台灣歷史動向的

特殊時代篇章。

李敏勇強調：「在當代的台灣作曲家中，像蕭泰然這樣鮮明地表現台

灣國家認同以及民主改革的並不多見，從他和我合作的歌曲中可以看出，

蕭泰然對台灣這塊土地、這個國度所投注的藝術努力。」

除了蕭泰然和李泰祥外，胡德夫、

簡上仁、鄭智仁都曾和他合作寫歌，其

中與胡德夫合作的這首〈記憶〉，優美詩

作，讓我們看到李敏勇善感溫柔的一

面：

在每個人的腦海裡存在著地平線，

未被污染的原野，

盤旋在其上的雀鳥，

雲在樹木間緩慢走動，

放映著藍天的故事，

遠方旅人的訊息寄託飄飛的葉片，

風奏鳴著季節的情景。

彼是咱姊妹在哭的聲，

彼是什麼影？

彼是一粒一粒星落下來的影，

彼是驚惶驚惶的目睭避佇彼的影，

彼是月娘光敷佇傷痕的影......

這首歌在南投紀念九二一大地震的音樂會上，撫慰著受創的心靈，並

在阪神大地震五週年的紀念活動上，由台灣的合唱團和日本的合唱團合

作，在日本寶塚市共同唱出這首台灣語文的樂音，展現台灣人民人溺己溺

的人道關懷。

〈啊！福爾摩沙〉編織夢想希望

蕭泰然作曲的〈啊！福爾摩沙〉音樂交響詩，於二○○一年七月二日

在國家音樂廳首演，藉以紀念二十年前受難的陳文成博士，這是由一個序

曲及四個樂章的合唱曲構成的音樂交響詩，四個樂章「你若問起」、「記

憶佮感念」、「走尋光明路」、「美麗的國度」，李敏勇都用台語作詞，並

把樂曲副題標為：「為殉難者的鎮魂曲」。

李敏勇表示，在大航海時代，葡萄牙人的船隻行經台灣沿海，讚嘆呼

喊「Ilhas Formosa」。儘管世界上也有其他美麗的島嶼，但是，台灣的歷史

形跡似乎特別鮮明，也只有台灣在憧憬一個自己國家的民主之路上苦苦追

尋。這個美麗之島有北回歸線上最高的一座山，在陽光和雲彩的輝映裡呈

10

關懷社會運動並參與社會

文化改造的李敏勇，一九

九二年攝於法國人權廣

場。

國中以前在屏東受教育，

恆春的景致是李敏勇最甜

蜜的回憶。此圖攝於恆春

佳洛水海濱。



「人應該要有一個安安靜靜的空間，與自己進行對話，這樣的人生會

比較踏實。」李敏勇強調，詩的功用也應該是如此。他以自己翻譯日本詩

人金子美鈴的童謠集〈星星與蒲公英〉為例，這本寫給小朋友看的詩集，

雖然簡單但所蘊藏的意境卻相當深遠：

雖然我們看不見，

但它們存在著，

蒲公英藏在屋瓦的隙縫裡，

我注視又注視，

我睫毛尖端美麗的彩虹。

對於寫詩的靈感來源，李敏勇舉美國詩人 C.D.路易士說過的話來解

釋：「有時我們看到一樣事物，感覺很美，那樣東西就會像種籽一樣種在

我們心的花圃裡，成為經驗的一部分，有時很快會發芽，有時則要經過一

段長時間才會萌芽。也許在下一個感受或經驗，讓我們和過去那個經驗感

受產生聯想，這個引發聯想的經驗感受就是觸媒，像水澆在田地上，細心

照顧下，詩的芽就滋生成長。」

對於國內詩的創作環境，李敏勇認為，目前詩在台灣只是一種裝飾性

的存在，詩和生活的關聯性相當低，政府單位並未提供適當的環境和保

障，加上台灣長期被外來政權統治與迫害，台灣的語言歷史相當短，早期

的漢詩、古文都是借漢字書寫，但是台語詩就面臨到用字的問題與困境，

這樣的困境不僅是創作者受到考驗，閱讀者也面臨相同的考驗，在台灣，

詩的被閱讀率本來就偏低，若再加上語言的隔閡，就很容易被邊緣化。

為了讓國人多接觸詩，已出版詩集、散文、文學評論、政治評論等三

十幾本著作的他，近年來致力於翻譯各國詩作，每次出國就四處尋找當地

知名詩人的英譯本，有些甚至是絕版書，書的重量甚至把行李箱都壓壞

了，李敏勇的書桌上一疊一疊的外國詩集，包括丹麥、德國、瑞士、波

蘭、捷克、英國、美國、韓國、日本、印度......，對他而言，閱讀也是一

種翻譯，他積極於把世界許多不同國度和民族的詩歌形貌介紹給國人。

現在的他，最希望重作少年時的文學夢，小說、劇本、電影都是未來

嘗試的方向，而且不為經濟而寫，也不被政治利誘脅迫而寫，李敏勇引用

兩位詩人的話來表達自己的想法；有位法國詩人曾說：「如果要我不能寫

什麼，我要自殺。」另外一位詩人則說：「如果一定要我寫什麼，我也要

自殺。」李敏勇認為自己是兩者之間的平衡點。

誠如吳潛誠教授所說：「詩可以用來凝鑄、彰顯特定的經驗，充當證

物依據或備忘錄，以免記憶隨時間而淡化，模糊，湮滅消失。」作為一個

詩人，李敏勇勤勉、認真地寫詩，也為自己的詩打開通往世界的窗，甚至

藉由詩篇、詞作，譜寫出台灣的歷史與軌跡，撫平傷痛帶來希望，他嘗試

著每一個可能的機會，帶領人們進入詩的美麗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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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遇到悲傷、遭受打擊，或徜徉戀愛的快樂，面對這些情感起伏

與衝突時，本能上都會有深刻感受，但李敏勇認為，一個藝術家表現這些

感情時，是透過藝術的形式來呈現，那就必須要有某種藝術的訓練。人類

文化的某些成分長期以來透過文學、美術、音樂等各種藝術表現的累積，

這些藝術所表現的是愛恨悲歡等人類共同的情感。所以，藝術除了本能的

感受之外，還要具體清楚地整理、表達，寫的人或讀的人都有不同的感受

與情境，這就是藝術的價值所在。

除了以樂章的方式呈現詩作與詞作外，一九九五年，李敏勇以親自朗

讀的方式，出版「一個台灣詩人的心聲告白」台語詩有聲出版品。

推廣導讀 欣賞美麗意境

為了讓更多人了解詩、欣賞詩的美麗意境，李敏勇寫過許多詩文導讀

的書籍，例如《台灣詩閱讀》、《綻放語言的玫瑰》與《亮在紙頁的光》。

對於詩，李敏勇有許多的理想，他認為詩在文學藝術領域裡有其重要的代

表性，也是人們重要的精神食糧。他發現很多人不讀詩，可能是因為刻版

印象中認為詩難以理解，最好少碰。另一種人則是不知道、沒接觸過詩。

如何讓這兩種人瞭解詩呢？李敏勇的經驗是，多接觸詩並且廣泛的閱讀書

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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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敏勇夫妻鶼鰈情

深，他還特地為妻

子翻譯日本女詩人

與謝野晶子的短歌

集《亂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