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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時代不美好，
也要為了下一個可能的盛世努力
台灣文學青年論壇
文 林佩蓉

研究典藏組

圖 國立台灣文學館、前衛出版社

由台文館主辦、前衛出版社承攬的「台灣文學青年論壇」，除了回應青年反應台灣文學種種現況的熱
誠，也為了尋找前行的方向，「台灣文學青年論壇」共規劃全國3個場次，以「十年之後──台灣文學體
制化的回顧與省思」為主題論壇，邀請台灣文學系所教師代表與學生代表進行引言與討論，針對台灣文
學體制化的歷程與現況提出看法。

為什麼需要這樣的論壇
台灣文學是名詞也是動詞，為了確立台灣文學

壇」共規劃全國3個場次，以「十年之後──台灣文
學體制化的回顧與省思」為主題論壇，邀請台灣文

存在的內涵，自1980年代以來，討論「台灣文學正

學系所教師代表與學生代表進行引言與討論，針對

名」的學術論文已出現（謝春馨，〈八○年代「臺

台灣文學體制化的歷程與現況提出看法。此外，每

灣文學正名論」，中央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

一場次各設定一場子題論壇，邀請台灣文學系所畢

1990年代初期，推動各大專院校設立台灣文學系所

業目前在業界工作者同台分享，每一場安排3-4人，

的聲浪拍打著政府機關、教育政策，終於在1997年

從就業、文史教育及文化政策三面向分場次探討。

真理大學成立第一所台灣文學系，以及2000年8月

主題及參與者一覽如後（表一）。

國立成功大學設立第一間「台灣文學研究所」；九
○年代結束以前，台灣需要一座文學館的呼籲，由

就從教育出發，看見社會結構中的現實身影

學者、作家齊聲不斷向政府叩門，2003年台灣文學

台灣文學在高等教育體系中的體制化，似乎

館成立。台灣文學走在體制化中，不只是掛牌的名

已經確立了某種程度的「成果」。這些「成果」包

詞，更是一個動詞，集結了許多人的心血與期盼，

括許多以台灣文學為主題的國內外研討會、台灣文

方有今天的成果。

學研究專書與期刊的出版、本土作家的發掘，當然

然而無可否認的，時代的考驗與現實的磨練，

還有大學部、碩博班與台灣研究中心的陸續設立。

即將走向20年的台灣文學系所，發展的模樣究竟是

但是，對於關心台灣文化的人來說，這是否已經

什麼樣的？而剛走過第一個十年的台灣文學館，也

意味著「台灣文學」在高等教育體制中已站穩腳跟

需要有個空間思考關於下一個盛世的可能？會是怎

並向下扎根？事實上，台灣文學相關系所從創設迄

樣的光景，需要如何的思維？

今，與中文系「合併」的壓力未曾消解；在教育體

因此，由台文館策劃了「台灣文學青年論

制內，台灣文學在國文教育當中的比例偏低，社會

壇」，除了回應青年反應台灣文學種種現況的熱

大眾對於台文相關系所缺乏正確而普遍的認識（更

誠，也為了尋找前行的方向，「台灣文學青年論

多的是刻板印象甚或歧視）。又為了解決畢業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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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台灣文學青年論壇」議程表
北部場

中部場

中部場

時間

9月28日

10月12日

10月19日

地點

台北教育大學

靜宜大學

國立台灣文學館

主題論壇

陳建忠教授
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兼所長

彭瑞金教授
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教授
兼台灣研究中心主任

李承機教授
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

林運鴻先生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

洪莞紜
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碩士生

江昺崙
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台文系所畢業生的就業想像與實務

台灣文史教育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台灣文學推展的文化政策與展望

易慈芬小姐
林民昌先生
陳睿穎小姐
張怡寧小姐

曾馨沛小姐
鄭清鴻先生
李婉慈小姐
朱宥勳先生

陳坤崙先生
張綵芳小姐
鍾舜文小姐

青年論壇

教育體制以及在整體就業市場上的困境，台文系所

化專業不獲重視，只要經過簡易認證就可以取而代

「技職化」的現象也越來越明顯……假使放下金碧

之，台文體制化的目的不但就此失喪，對本土文化充

輝煌的「研究成果」，台灣文學當前的「深耕」與

滿使命感的青年人，是否還願意花上4年、8年、13

「向前」，是否能維繫「台灣文學」作為專門學科

年甚至更長的漫漫光陰，去交換一張由理想背書、卻

的核心價值？又這些因應措施是否能解決台文體制

在現實處處碰壁的台灣文學證書？

的困境？在台灣文學、文化政策發生重大變革的當
下，我們不免要先打上一個問號。

三場論壇，三倍以上的希望及改變

上述提問不但是台文系所畢業生──亦即台文

三場論壇由前衛出版社承攬，該出版社為了

基層工作者──如何求職、如何進入市場、如何以自

集結更多的青年的聲音，與「捍衛台灣文史青年組

己的專業維持基本生計的問題，同時也是檢討台灣文

合」（以下稱捍台青）合作，以「今日青年，明日

學如何進行「再生產」的重要關鍵。倘若學術研究無

社會」的理念，由青年規劃、籌組、邀請，同時

法成為國民教育的基本內容，不能被轉化為普遍的知

檢驗理想與現實的差距，這不只是受社會資本負成

識，透過文化政策的擬定與執行，加深社會大眾對台

長牽連的青年所要面對的，也是不斷撰寫計畫、提

灣母土的認識與認同；又或者台灣文學、語文、文

擬政策的官僚體系需要理解的，三場論壇，分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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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運鴻（東華大學中國文學博士，捍台青成員）、
鄭清鴻（前衛出版社編輯，台中教育大學台灣語文
學系碩士）、王俐茹（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言及文
化所博士生）為三場議題分別撰述核心的論點及看
法。以下整理、節錄其提出的重點及方向。

關於台文畢業生的就業困境

台北場主持人鄭清鴻。

林運鴻就90年代末，隨著台灣社會籲求本土化
的浪潮，「台灣文學系、所」正式地在各公私立大學

意義的討論。

掛牌上市開始談起，當時，吸引了不少有志於本土

這類現象也反映出了一個較為深層的問題，

文化的青年們投身「台灣文學」建制化、學院化的

林運鴻認為正是因為台灣文學學科主要關注的是純

工程。然而，2010年之後，綜觀這幾年各大學台文

文學領域，所以該學科所提供的訓練與教育，並沒

系所的狀況，卻發現當為數畢竟有限的文學青年們

有直接回應市場的需要。在台文學科內部，不管

消耗殆盡後，沒有豐厚報酬、也沒有穩定出路的台灣

是大眾小說、影視編劇、流行音樂等多少具有文學

文學專業，似乎在招生方面後繼乏力。例如，中山醫

性的「文化商品」項目，其實很少成為學院知識的

學院台文系廢系、政治大學博士班一度無人報考，這

對象。在這裡也許能看到「市場壓力」與「台灣文

些似乎都是一種警訊：沒有明確出路的台灣文學學位

學」之間存在著弔詭：當台文系所出於學生就業的

（甚至在教育體系中都沒有位置），要如何持續地吸

壓力，而開始在業界為學生安排低端勞動與實習機

引學生、吸引新血，就成了許多台文系所不得不考慮

會的時候，卻沒有意識到，培養文化產業中高端的

的難題。林運鴻觀察各學校為了因應這一困難，部分

「創作者」、「生產者」，那才是本土文化的高等

台文系所試圖將學生「送入」與文學領域鄰近的新聞

教育機制更應該致力的方向。換句話說，在現今這

或出版產業，在台文系所內大量增開傳播學程，並且

個高強度的消費社會裡，長期以來聚焦於小眾「文

安排產學合作的實習學分，讓學生提早體驗職場的滋

學作品」的「台文學科」，是不是也需要某種轉

味。但是，這些「產學合作」的模式可能還是需要

型，去思考自己過去所熟悉的「文學研究」，是不

被仔細檢視，一方面，從勞動權與教育權的角度來

是可能成為通俗文化的深刻養分？

說，這些實習「課程」也許造成了一頭羊剝兩次皮的
狀況：學生不但必須對校方繳交學費、還得無酬地向

台灣文學、語文師資培育現況初探

所謂業界提供自己的勞動力。另一方面，回到台文系

鄭清鴻認為台灣文學體制化的開展，是隨著

所當初設立的初衷，做為一個通向「準民族文化」

解嚴前本土意識之覺醒，以及解嚴之後本土化、民

（台灣民族主義）與「菁英文化」（純文學）的系

主化運動推展而出現的重要里程碑。目的在於重

所，在其課程規劃之中，到底需不需要某種一般性的

建構台灣本土文化長年被壓抑的主體性，並作為國

「就業訓練」，其實還沒有在台文學界內部激起過有

家、民族認同的重要精神資源。倘若以淡水管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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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場彭瑞金老師 ( 左 )、洪莞紜小姐 ( 右 )。

台南場與會者合影。

院（今真理大學）於 1997 年首創台灣文學系，而

進步（但仍是相當不足）；制度上，也有許多補充

2000 年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首度招生計算，

式的台文教育附掛在教學制度當中。然而回到語文

台灣文學體制化迄今也將近 20 年。或許這 20 年的

教育的層次，鄭清鴻問：如果要讓高中生吸收到更

耕耘，一時之間仍難打破長年「中國化」教育的偏

多台灣文學的養分，進而可能進入台文系所就讀，

見，至於「少子化」的危機，更是台灣教育系統要

那「台文相關系所畢業生」是否有可能直接進入教

共同面對的重大考驗。然而鄭清鴻認為，這 20 年

學現場，成為播種師資？而語文課程安排上，是否

來，台文體制一直承受著與中文系整併的質疑，而

還有更多檢討與進步的空間？

有部分台文系所甚至曾經歷過，或已陷入停招的命

換言之，台文體制化當前的「再生產」其實

運，這並不能被視為與「少子化」性質相同的外部

相當不足，高等教育並沒有確實地與中等教育連結

條件──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從來沒有人會質疑中

起來，而這與現行的國文教育內容及師資養成有絕

文

國文系所之存廢，可見即便是以少子化與人文

對的關係。舉例而言，臺師大 102 學年度所頒布的

學科普遍招生困難的條件來看，台文體制化迄今其

「中等學校國文科」科目表中，學生需修習42學分

實還是「輸在起跑點」。

才能任教國文科。但這42學分當中，台灣文學必修

「起跑點」所指為何？鄭清鴻借用陳萬益教

2學分、閩南語或客語概論必修2學分、台灣文化概

授的說法即是「正常化」的問題──台灣學生對於

論選修2學分，台文專業竟共計6學分而已。也就是

台灣文學、文化全然無知的現象，陳教授認為必須

說，這些課程大部分就是國文系的必選修，但台文

以通識教育予以彌補，而大一國文或通識經典是

學生即使以本系專業課程相抵，還必須另外修習超

否要持續由中文系教授承擔，亦是值得思考。此方

過30個以上的學分，才能拿到國文科任教的門票。

向對於台文體制的研究所招生確實有助益，但鄭清

這不但大大提高了台文系學生進入語文教學現場的

鴻補充說，如果將台文體制化當中的「大學部」、

門檻，更重要的是，這樣的分配，不啻是肯認當前

「系」作為更細緻的基本單位，大一國文或通識教

的教育制度中，台文仍舊附屬於中文、國文傳統的

育的觀念，顯然要再向下延伸到大學部的招生來

事實，也讓台文師資的流動面臨相當的矛盾的窘境

源，亦即中等教育，甚或小學教育當中。目前國文

──想在國高中教台灣文學，其實反而更應該去念

教育當中的台灣文學比例和過去相比，或許已稍有

國文系？體制的公平、正常與否，由此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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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文化產業現況與政策

文化部致力於推動文學工具箱、文學經典外譯

文建會自2012年升格成為「文化部」以後，進

等國際推廣工作時，如何看待當前台灣出版市場萎

一步將原本隸屬行政院管轄的新聞局出版產業、流

縮、書市削價競爭與折扣戰等惡性循環；文化部在

行音樂、電影產業、廣電、兩岸交流等業務都納入

鼓勵青年創辦書店的同時又如何看待台灣各地具有

範圍。然而當文化部行政權力與跨部會統籌能力與

在地特色卻苦撐待援的獨立書店？在許多具有文化

時俱進的同時，文化貌似成為了一筆好生意，當台

意義的景點或被迫拆除，或有財團進駐，這些配套

灣民間對於文化創意的呼聲蒸蒸日上，台灣文化產

的政策應該要能透明化，好讓人明白明確的文化政

業的現況是否也會跟著水漲船高？值得我們持續來

策，王俐茹認為從這些層面都可看見台灣主體性失

關注。王俐茹提到，前文建會主委盛治仁在2011年

根的危機，認為台灣未來的文化政策走向唯有回歸

就曾經明確地指出文化部將在2012年提出台灣未來

台灣文化的主體位置，持續突顯台灣多族群、多文

五到十年文化行政走向及願景的「文化白皮書」，

化的多元特色，進一步在現有的文學、文化專業向

可謂為政府部門自2004年推出《文化白皮書》後的

下培養教學、再生產的專業人才，才能向上持續發

再一次重大的政策宣示。然而，至今白皮書的實行

展以台灣為主體的文化思維，向下培養國民認同台

成果如何，王俐茹認為有需要進行檢視。

灣、願意推廣台灣的積極動能，才能真正地在良好

在 2004 年的《文化白皮書》中強調「建立文

的內部循環下累積對外行銷的厚實資本。

化主體性」、「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已完成）、
「成立文化為主的首席部會」（已完成）、「提高文

結束是另一個開始

化經費達總預算2%」、「定位文化新價值、制定文

我們必須承認，本次青年論壇並未得到最初

化新政策」等，雖然已有部分陸續完成，但是當文建

預期，獲得學界內外關注，至少可從各場次的參與

會已成功升格為文化部之際，關於台灣下一個十年的

人數得到這樣的結論，然現場所討論的氣氛頗為熱

未來文化建設藍圖，從文化部網頁上標示的2014年

烈，台文系所學生方面，不少人關注的是「求職」

文化政策走向，以「泥土化」、「產值化」、「國際

問題，而非體制的改革；台文館翁誌聰館長場場參

化」、「雲端化」作為文化努力目標，訴求針對地方

與，對於學生的訴求，也承認當前館方能做的項目

文化活化、文創產業、文化行銷國際、整合科技與文

有限，儘管如此，不少與會者仍然對當前本土文化

化為標的，表面上還是訴求以文化軟實力來行銷台

的困境提出觀察或建言，綜合三場的討論，有幾個

灣，狀似希望將台灣文化推向國際。然而，這樣的訴

方向值得留意，包括台灣文學不應與華文文學相混

求貌似良善，是否有以「華語

文」、「泥土化」

淆、台灣本土文史課程應要遍地開設，並在學分與

來取代過去提倡的「文化主體性」？王俐茹提出質

師資調配上需符合公平原則、台文館應與地方文史

疑，她並且認為所謂「華語 文」一詞看似中性，似

團體結合、台文館應在政府的文化施政中扮演中介

乎有助於台灣文化面對全球不同的國家；實際上，卻

角色。

是化約台灣本地各種不同的文化，從而消除台灣本身
位於中心的主體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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