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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語散文集《潭仔墘手記》收錄研究
「鹽分地帶文學」重要史料。(台江)

台語文學火車頭

以詩燭照大千的

黃勁連
文‧攝影／水筆仔

▲  以鄉土語言捕捉鄉土特有景觀和風貌的黃勁連，辛勤耕
耘台語文學創作，使之在貧瘠的台灣文壇發芽茁壯且前

景可期。（黃勁連提供）

語文學的執著耕耘與無私奉獻，終於讓台

語文學在文壇開出燦爛花朵，飄送迷人花

香。

黃勁連，本名黃進蓮，1946年生於台

南縣佳里鎮內的一個小村落「潭仔墘」，

因為父母晚報戶口，所以身份證上的出生

年為1947年，父母在貧瘠、飽含鹽分的

土地耕種，經濟拮据，記憶所及，童年時

光乾澀且暗淡，碰到下雨天，為了排遣寂

寞，他會到隔壁大房人家的大廳，與鄰居

小孩在紅磚鋪成的地板上，拿「葵扇」撲

打在蕃薯簽上的「金蠅」（體色呈綠色，

學名「麗蠅」），「鼻子嗅著蕃薯簽在雨

天渙散的腐味，似乎也陶醉在一種單調而

淒然的韻律中。」

他在〈風鈴〉一詩中追憶這段童年：

「童年  我的童年／沒有童話沒有故事書

／只有蒼白的午夜夢魘／只有土墼厝下冷

冷的午后／小窗前黯然的小立／⋯⋯啊  

全家皆在寒風裡／紙糊的小窗  在風中／

窸窸率率  如刀削的／冷風吹痛胸前／啊  

我小小的胸腑／可要受傷呀」

唧唧蟬聲開啟創作路

他的文學創作開啟於1960年，就讀北

門初中二年級，有一次上地理課，原本昏

昏欲睡，窗外忽然飄入一陣陣唧唧蟬聲，

蟬聲撥動他心底的六弦琴，隨手在地理課

本空白處寫下一首自由體新詩〈蟬聲〉，

首次投稿便被刊登在《南縣青年》雜誌。

由於家中經濟困窘，弟弟自願放棄升

學，讓他可以安心完成學業，1962年考上

嘉義師範學校音樂組時，母親讓他一圓擁

有「吉他」的願望。

小時候，鄰家就讀高中的男孩，常在

自家大廳彈吉他，自此，他對這種樂器便

相當著迷，考上嘉師時，母親向農會借貸

300元，他終於擁有夢寐以求的吉他，從

此，吉他成了他日後「求學」和為了工作

「漂泊」他鄉時的精神伴侶。

在嘉師受林東哲老師、事務處王家辛

先生指導琴藝，他自己也選購日本作曲家

古賀正男編著的《吉他自學三十日》，每

日照書上課程練習，演奏技巧進步神速，

學校若有慶典或晚會，他就上台獻藝。扎

實的音樂素養也讓他在創作現代詩時相當

強調音樂性。

嘉師二年級，寫出自己較滿意的詩作

〈三月〉，1965年發表於《笠》詩刊第3

語言，是保存人類有形無形文化資產

最有利的工具，每年2月21日被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訂為「世界母語日」，民國98年教

育部頒「推展本土語言傑出貢獻獎」，得

獎人之一就是致力創作、推廣台語文的文

學作家黃勁連。

黃勁連的文學歷程雖然始自華語現代

詩創作，但為了證明台灣人也能用自己的

語言寫文學作品，1980年代開始自修研究

台語，1985年後華語詩驟減，至1989年

後轉而創作台語詩、台語散文和台語囡仔

詩，同時致力於台譯中國古詩文如《千家

詩》、《唐詩三百首》、《三字經》，並

應台南縣文化局之邀編著台語書，將傳統

戲曲、民間歌謠、台灣七字仔歌仔簿等台

語文學資產，藉文字化世代傳承，其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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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勁連（第一排坐者右九）2006年與第10屆南鯤鯓台語文學營學員合影。
   （黃勁連提供）

▲ 第一本華語詩集《蓮花落》1971年
出版。（大漢）

弟弟黃三郎從事歌唱事業，自從

1983年為弟弟寫下第一首台語歌詞〈漂泊

的心情〉後，始自就讀嘉師時便萌發用台

語創作的思維，及至就讀文化學院，心心

念念的仍是台灣人為何不能用自己的語言

來寫文學？這樣的母語文學覺醒，讓他決

心投入台語文學創作，開始徹底以台語思

考與書寫。

作家陳冠學1981年出版《台語之古

老與古典》，書中強調台灣語的歷史性與

典雅性，並斷定其歷史約超過四千年。黃

勁連表示，台語是閩南語在台灣的別稱，

溯自福建福佬文學，至今有四百多年歷

史，若就南管文學而言，也有三百多年歷

史，隨17世紀漢人來台，南管戲曲的戲

文、民間說唱、拍手唱、布袋戲、皮影戲

等也隨之傳入台灣，台灣本土的歌仔戲、

台語流行歌、歌仔冊、新劇劇本，都累積

相當豐厚的文學傳統，「近三十年來逐漸

受重視的台語文學，並不是像孫悟空一樣

從石頭裡突然迸出來的，而是有歷史軌跡

可循的語言和文學。」

由於中國歷代對閩南語抱輕視侮蔑態

度，加以台灣在1895年受日本統治，日人

在台推動皇民化「日語教育」，1945年終

戰後，國民政府接管台灣，1949年推動

「國語運動」，兩個政權都藉排斥原有在

地語言壓抑本土意識的興起，使得台語、

台語文學受到無情且無理的鉗制與壓迫。

但經過1977年鄉土文學論戰、1979

年美麗島事件、1987年解除戒嚴等事件的

衝擊，「台灣意識」、「本土化」不斷被

加強，連同「台灣文學」、「台語文學」

也逐漸受到重視。

1976年，詩人林宗源、向陽寫下第一

批台語現代詩開始，正式承續台語文學的

「接力棒」，1980年代黃勁連、宋澤萊、

林央敏、陳明仁、李勤岸等華文作家，也

陸續加入台語詩的創作，黃勁連更在1989

年出版第二本華語詩集《蟑螂的哲學》

後，便不再寫華語詩。

當時，創作台語現代詩都會遇到相

同的難題─台語用字。「祖先留給我們的

是非常文雅的語言，當務之急是研究台語

『文字化』的問題，將台語變成文字，才

期，同年，被收錄在鍾肇政主編的《光復

二十年台灣文學選集》《詩選集》中，那

年他才19歲，是收錄作者中最年輕的。

阿娘！三月太美了

大家都這樣說

大家都差不多悸動

得想咬那春色一口⋯⋯

畢業後至鹽分地帶將軍國小執教，

1969年辭去教職，考入文化學院（現文化

大學）中文系文藝組，參與華岡詩社並和

語友共同創辦「主流詩社」，出版《主流

詩刊》，1970年獲「新詩協會」頒「全國

優秀青年詩人獎」，1971年出版第一本華

語詩集《蓮花落》，內容多為浪漫的少年

情懷，充滿中國古典意境：

只記得  那年趕集的風

尋街問巷

兜售一種細細的零落

那人高唱蓮花落

一把鼻涕

三行清淚⋯⋯

文化學院畢業後到金門當兵，服役期

間在《金門日報》開闢「詩廣場」專欄，

發表不少好詩和詩論，1975年退伍後，

和朋友在台北創辦「大漢出版社」，為了

出版事業曾一度放棄文學創作，只能利用

餘暇寫些文學評論，後收錄為《文學的沉

思》評論集。

研究台語文學為職志  

1979年毅然結束讓他「跌痛了屁股」

的出版事業，回到故鄉台南佳里開辦「兒

童作文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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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永久保存。」他的第一本台語詩集《雉雞若啼》，便因漢字、音標

選定和用字的問題延宕多年。

除勤於閱讀台語經典、台語字典外，若有問題隨時請教語言學

家洪惟仁先生，1981年，他再度離鄉北上和朋友創辦「漢聲語文中

心」，為了研究台語，他經常擱下工作，從台北搭車回故鄉潭仔墘向

耆老們討教，「我想，當時只有鄉間的耆老，有能力講出正確且古典

的台語。仔細且認真地聆聽他們說話，讓我的台語越來越進步。」

為臻至清朝詩人黃尊憲所說「我手寫我口」、「我口寫我心」，

每有台語詩作完成，他就一句一句唸給街頭巷尾的耆老、親友們聽，

他們如果覺得聽起來不夠「台灣味」，他就一改再改，以達「老嫗能

解」的境界。

1991年，放棄台北的事業回到故鄉，專心投入台語文的寫作與

研究。在詩集《偓促兮城市》後記中曾自述：「即五六冬，我放棄台

北城有淡薄仔成就兮補習班事業，轉來生育我、養飼我兮故鄉佳里興

潭仔墘；全心拍拚來做台語兮研究，台語歌詩、台語散文兮創作，以

及台語文學理論兮思考佮創建。」

但為了這個一心繫念的文學職志，他卻忍受許多不為人道的辛

酸；寒冬時節，冒著風寒從佳里鎮潭仔墘開車到台南市「傳統文教學

會」開辦的「台語研究班」和「台語師資班」授課；有幾次很好的工

作機會，因為和研究台語文的時間衝突而放棄，甚至有教育機構因為

他專研台語文學而將他屏除在外，最讓人難堪的是，在鄉下地方，一

個大男人，沒有工作，整天在街頭巷尾閒蕩，所惹來的閒言閒語和異

樣眼光。

對於這些，他只能忍受且一笑置之，因為他認為這輩子最重要的

是追隨前輩的腳步，將真正的台灣鄉土文學發揚光大，秉持「嘴說父

母話，手寫台灣文」的創作信念，提出「文學的台語，台語的文學」

理念，希望能為台灣文學正名。

「語言是文學的靈魂、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語言』是文學最

▲  第二本華語詩集
《蟑螂的哲學》

1989年出版後，黃
勁連便不再寫華語

詩。（台笠）

▲  第一本台語詩集
《雉雞若啼》1991
年出版。（台笠）

▲  台語詩集《偓促兮城市》真實描寫人情
冷暖點滴心頭的城市生活。（台笠）

根本也是最重要的存在，」黃勁連強調：

「任何語言都沒有高下之分，任何語言都

有可能寫作文學，變成文學性的語言，端

看文學人如何使用語言，如果運用得體，

便是文學家；成功的文學作品，語言就變

成文學性的語言。」

他認為，惟有打開心靈的門窗，仔

細聆聽自己的語言、注意它的語言肌膚、

性格、音樂性、意象性與思想性，好好掌

握、提煉、發揮，就能創作出偉大、表現

台灣海洋島國精神的台語文學作品。

在台語文字化、文學化的過程中，語

言學家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他們針對台

語詩人的作品進行文字統一化、系統化的

工作，並且對一部分用字註解，例如1988

年詩人林宗源和語言學家鄭良偉合作出版

的《林宗源台語詩選》；1990年由黃勁連

策劃，收集、選審：林宗源、黃勁連、黃

樹根、宋澤萊、向陽、林央敏等6位詩人

的作品，由鄭良偉編註出版的《台語詩六

家詩選》；1991年5月，黃勁連的第一本

台語詩集《雉雞若啼》，委由語言學家洪

惟仁編註。

台語詩　老嫗能解

黃勁連的台語詩充滿對父母、對家

鄉潭仔墘的懷念，離開家鄉在外為事業打

拼的歲月，他以詩來消解鄉愁，〈雉雞若

啼〉表達對親人的懷念與描述： 

雉雞若啼

一定是春天

一定是播田期

一定是好天氣

白鴒鷥一隻兩隻

田岸仔墘行來行去

日頭曝田水

田中央播秧兮阿爸佮

阿叔  親像店田水內行棋⋯⋯

1981年和朋友在台北創辦「漢聲語文

中心」，至1991年毅然結束事業返鄉，由

於親人妻小都在故鄉，前後有10年的時間

經常兩地往返，這樣「漂泊」的生活，讓

他的作品充滿濃濃的鄉愁，1993年出版台

語詩集《偓促兮城市》，其中〈偓促兮城

市〉形容住在城市裡的自己，像顆被剪離

枝頭的果實，在陰濕的天氣裡慢慢腐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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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冷暖點滴心頭的生活環境讓他難以忍受：

即個隨時卜起厝稅

即個人情恰薄紙

咱愛隨時準備

來搬厝兮街市

即個塗跤不時澹澹

即個冷淡兮

路燈照著淒涼

兮街路兮街市⋯⋯

他的詩也滿懷對這塊土地的關心，且關注

面向極廣，包括政治、環保、教育⋯⋯，但皆

充滿積極、奮鬥、光明的台灣意識。1998年

出版《蕃薯兮歌》台語詩集，其中〈抱著咱的

夢〉雖身處陰暗困境，但對於未來仍充滿希望

的積極心境：

唔免驚天暗

唔免驚雨水

潑入窗  出外兮

心情放互輕鬆

不管是頂港下港

台灣頭台灣尾

逐家攏有向望⋯⋯

美國詩人桑德堡說：「詩，起於喜悅，成

於智慧。」黃勁連表示：「詩，可以是一種揶

揄，對於生命的無奈嘲諷，可以是一種抵抗─

對於舛虐的命運、對於不合理體制、對於社會

上的不公、不義⋯⋯也可以是一種批評、人生

的批評：也可以說是生命的沉思，對於大千

的燭照，對於萬有宇宙的浩嘆。」

他認為，詩，一定要通過「形象的直

觀」，以高度的藝術技巧來完成。沒有技

巧，就沒有詩，「所謂的技巧，就是要特別

注意『意象的表演』、『音樂的飛躍』、

『意義性的捕捉』，也就是『思想性的挖

掘』。」

作家岩上在〈鹽的和聲〉中寫道：

「黃勁連的詩一向情感真摯，體實而內充、

不求文藻誇飾之美而氣勢自然積健為雄。如

乘長風破萬里浪；少有纖柔隱秀之姿，多為

直言慷慨激昂之作。」

除詩集外，出版台語散文集《潭仔墘手

記》、《黃勁連台語文學選》、《黃勁連自

選集》，其中，《潭仔墘札記》共26篇，分

3輯，輯三收有兩篇文章〈思啊，思想起〉

和〈轉動不停的風車〉，是研究「鹽分地帶

文學」的重要史料。

黃勁連表示：「從第一篇作品起，我即

以鄉土的語言，來捕捉鄉土特有的景觀和特

有的風貌，我知道『故鄉』一直在為我的作

品催促、呼喚，如溫藹的鐘聲一記記打在我

的心坎上，如母親的叮嚀一句句引導我去創

作、去嘗試描繪故鄉的一草一木，『故鄉』

是我作品中最重要的概念。」

囡仔詩  臻至詩的境界

隨著台語文學、台語詩的興起，台語囡

仔詩也應運而生，現代囡仔詩把兒歌文學提

升到詩的程度，不再只停留於民間自然傳誦

的收集，而是由詩人來書寫。

2000年進入「金安文教機構」擔任台

語文顧問，主編國民中小學、幼稚園台語讀

本，黃勁連也開始創作數量可觀的台語囡仔

詩，為了推廣，還有計劃的出版有聲「囡仔

詩」。

自2004年起陸續出版《籃仔花》、

《雷公歹聲嗽》、《天送伯也》，並積極與

音樂創作者合作，《雷公歹聲嗽》就是國寶

級作曲家郭芝苑所譜的兒歌，《天送伯也》

則由作曲家王明哲譜曲，《籃仔花》由作曲

家陳宏譜寫旋律；這些「囡仔詩」有聲書繪

本，採情境式繪圖，讓孩子在輕鬆有趣的互

動學習中，瞭解台語文的可愛與樸實。

在台南縣鄉下長大，農村的景象、動植

物生態、鄉里小人物的生活點滴，都是他的

創作素材，對鄉下孩子來說，「白鷺鷥」是

生活中最常見到的飛禽，〈白鴒鷥〉一詩有

著來自鄉野孩童的觀察與描寫：

白鴒鷥、頭欹欹

呣知咧想甚乜

店田岸墘脞來脞去

▲

 台語詩集《蕃薯兮歌》充滿對台灣這
塊土地的關懷。（海翁文庫）

▲

 有聲台語囡仔詩《籃仔花》由作曲家
陳宏譜寫旋律。（金安）

▲

《雷公歹聲嗽》台語囡仔詩繪本，讓孩

子在輕鬆有趣的互動學習中，瞭解台

語文的可愛與樸實。（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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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雄飛起來

店半空中飛來飛去

蹺蛟、展翼

曳一下、曳一下

咧寫十四行詩

在兒童詩文學中「白鴒鷥」是最常

出現的動物，「十四行詩」是西洋詩體講

究字數、行數、段落、節奏押韻等格律詩

的一種，白鴒鷥「咧寫十四行詩」營造出

充滿詩意與畫境的想像空間，作家岩上認

為：「黃勁連把經營現代詩意象的手法，

全應用在囡仔詩上，將囡仔詩提升到詩的

境界。」

早期寫華文詩他就很強調音樂性，發

展到台語詩更加重音樂性的份量，因此，

他的囡仔詩和兒歌的吟唱關係更加密切，

他的囡仔詩或一韻到底、或轉韻、或疊

韻，都有良好的音樂性節奏效果，且自然

成韻、和諧順暢如天籟，沒有傳統兒歌用

韻的呆板和生硬。

台語文學運動火車頭

黃勁連在終戰後的台語文學創作運動

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甚至有研究學

者稱他為「台語文學運動史上的火車頭人

物和重要作家。」

在國府戒嚴時期他就積極籌組詩社、

出版詩刊、創辦台語文學營；1969年就

▲ 黃勁連以古典、文雅的台語編註出版
《台譯唐詩三百首》。（金安）

南瀛作家作品集《放膽文章拼命酒》

收錄他的華語、台語詩及華語散文。

（台南縣文化局）

▲

千家詩》、《三字經台語本》等，採用

教育部公告的台灣羅馬字作標音符號，

所用漢字也參考教育部的常用漢字。

除台語文學創作外，他也花費極

大心力編著台語書，2001年應台南縣

文化局之邀，用台語文編著台灣傳統戲

曲《周成過台灣》、《鄭國姓開台灣

歌》、《義賊廖添丁》；民間歌謠《台

灣詩歌集》、《台灣褒歌》（上）、

《台灣褒歌》（下）；台灣七字仔歌仔

簿《二林鎮大奇案》、《乞食、藝旦

歌》、《金快也跳運河》等，讓後人可

以用台語文閱讀這些民間文學資產。

1998年獲第六屆南瀛文學獎及教育

部母語研究著作優等獎、2000年獲第九

屆榮後台灣詩人獎、2009年教育部推廣

本土語言特殊貢獻獎。現任《海翁台語

文學》總編輯、「金安出版社」台語文

顧問。

儘管，人生路途坎坷，但研究台語

文學與台語詩創作，帶給黃勁連相當大

的心靈慰藉，讓他得以逆風前行、愈戰

愈勇，「辛勤耕耘，必歡呼收成」，在

他的執著與堅持下，台語文學不僅在貧

瘠的台灣文壇發芽茁壯，繁花似錦的未

來似已不遠。

李勤岸等人共同發起台灣第一個台語詩社

「蕃薯詩社」，同時發行《蕃薯詩刊》任

總編輯，「蕃薯詩社成立的宗旨，強調台

灣意識、本土文學及母語文學等主張，希

望追求台語的文字化及文學化，藉《蕃

薯詩刊》實踐台語詩文書寫、理論的建

構。」

1994年與莊柏林策劃、創辦台灣首

屆「台語文學營」於南鯤鯓廟；1997年策

劃、創辦「鹿耳門台灣文學營」；1998年

與施炳華、方耀乾、藍淑貞等人創辦「菅

芒花台語文學會」；2001催生並主編《海

翁台語文學》雙月刊（自第13期起改為月

刊）。

1990年代以後，台語文學運動快速

發展，文學團體陸續成立並出版機關雜

誌，在「蕃薯詩社」擔任火車頭的帶動

下，1991年「台文通訊社」發行《台文通

訊》、1992年「學生台灣語文促進會」發

行《台語學生》、1995年「台語文推展

協會」發行《茄苳》、1996年「台文罔報

社」發行《台文罔報》、2005年「台文戰

線文學社」發行《台文戰線》等。這些台

語文學團體也舉辦各種台語文學營、台語

班、演講會等活動。

黃勁連自1992年開始以古典、文雅的

台語，編註台灣民間最廣為接受和閱讀的

中國古詩集《台譯唐詩三百首》、《台譯

讀文化學院時，與吳德亮、王健壯、莊

金國、羊子喬、杜文靖、黃樹根等人創辦

「主流詩社」，出版《主流詩刊》；1976

年創辦「南瀛文藝營」；1979年與黃崇

雄、吳鉤等人共同策劃舉辦「第一屆鹽分

地帶文藝營」，是台灣有史以來第一個

由民間主辦的鄉土文學營，吳三連擔任營

主任，黃勁連任總幹事。令人感到惋惜的

是，2008年舉辦第30屆「鹽分地帶文藝

營」後，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表示階段

性任務已經完成，自2009年起停辦，暫時

畫下休止符。

1991年與林宗源、林央敏、陳明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