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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文學系所的確立

台灣文學系所在近十年來的普遍設

立，強烈暗示國內學術風氣之丕變。到

2005年為止，包括最新核准的國立政治大

學台灣文學研究所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台

灣文學研究所，相關系所已經正式成立

20個。這種學術版圖上的量變，似乎也將

開始帶動質變。長年被盛傳為「顯學」的台

灣文學研究，至此才稍稍獲得實質的印證。

遠在1987年解嚴之前，有關台灣文

學系所設立的呼聲，已經在社會內部此起

彼落提出。這些呼聲代表一種文化上與政

治上的焦慮，因為這不僅關係到文化生產

的方向，也牽涉到文化主體的建構。在政

治環境還未朝向開放之前，設立台灣文學

系所的倡言，基本上具有抗議與批判的高

度意涵。台灣文學教育在大專院校課程結

構中長期缺席，正好反映了封閉年代的偏

頗與偏見。在台灣文學系所普遍設立的今

天，似乎有人指控這是一種「去中國化」

的趨勢。然而，在戒嚴時期凡有關台灣文

學、歷史、語言、文化的知識受到暴力的

壓制，莫非也就在默許「去台灣化」現象

的存在？

把台灣文學系所的存在與不存在，簡

單定義為「去中國化」或「去台灣化」，

顯然過於忽視台灣歷史條件的複雜背景與

重疊性格。做為世界殖民史一環的台灣，

與任何具備殖民經驗的社會，其內部所生

產的知識從來就沒有得到恰當的重視。包

括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在內的殖民歷史

與文化，都一律在主流歷史的書寫過程中

遭到空洞化與邊緣化。從這個角度來看，

台灣歷史文學的遺產從主流書寫被抽離出

來，似乎並不令人感到訝異。日本統治台

灣半世紀之後，在《大正文學史》與《昭

和文學史》並未有隻字片語提及台灣文學

及台灣作家與作品。同樣的，戰後50年國

民政府的歷史書寫中，台灣文學與歷史也

只是置放在被詮釋、被團結的位置。

後結構主義思考在1960年代蔚為風

氣之後，全球所有主流文化開始受到重新

評估，而被壓制的、被貶抑的弱勢文化逐

漸取得發言空間。新的思維方式，帶來新

的視野與新的詮釋。女性主義與後殖民理

論，在第三世界普遍傳播後，曾經在歷史

上扮演沉默、靜態角色的女性與被殖民

者，終於覺悟到必須釋放被壓抑的記憶與

想像。薩依德的《東方主義》在1978年問

世後，啟開前所未有的知識之鑰，對於主

流文化中知識與權力的共謀關係進行拆解

與批判。後殖民理論在80年代傳播到台灣

時，島上的戒嚴體制也正瀕臨於崩解的邊

緣。台灣民主力量的高漲，事實上也反映

社會內部的知識能量已經臻於成熟的階

段。相應於民主運動的開展，台灣歷史與

台灣文學的研究也跟著變成本土運動重要

的一環。

沒有成熟的文學生產，就不可能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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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文學研究。要求台灣文學系所的設

立，正是鑑於島上的文學成就已經累積到

一定程度，足夠進入學院的門牆。近十年

來，台灣文學系所紛紛宣告成立，應該可

以是為國內學術邁向正常化的健康現象。

輕率地、性急地把這種現象定義為「去中國

化」，顯然出自思考過程過於簡單與怠惰。

凡是在台灣發出的文學，都是台灣文

學系所關懷的、注意的對象。脫離殖民權

力支配的台灣文學，有一個重要的課題便

是「去殖民化」。所有為殖民體制辯護或

合理化的論述，是現階段台灣文學研究亟

需批判並抗拒的政治含義。因此，去殖民

化並不等同於去中國化，除非中國化具有

殖民化的政治含義。在後殖民的視野下，

台灣文學研究正嚴肅地重新整理這個島上

在不同歷史階段所遺留下來的豐碩文學資

產。這樣的文學整理，包括四大區塊：原

住民文學、古典漢語文學、日治時期文

學、戰後時期文學。在文學討論中，也同

時照顧到族群、性別、階級的議題。台灣

文學系所的設立，便是朝向文化主體的建

構，落實且深刻地重新評估文學遺產的藝

術成就與歷史意義。

台灣文學系所的特質

國內的台灣文學系所分成兩個系統，

一是文學，一是語言。成立台灣文學研究

系所的學校，包括中正大學、中興大學、

台北教育大學、台灣大學、台灣師範大

學、成功大學、政治大學、真理大學、清

華大學、彰化師範大學、靜宜大學。其中

成功大學已有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

靜宜大學則兼有大學部與碩士班，真理大

學僅有大學部。其餘大學則僅設碩士班。

在語文學系方面，目前設有大學部的學校

包括中山醫學大學、台中教育大學、花蓮

教育大學、真理大學、高雄師範大學、聯

合大學。成立碩士班的學校，則有台灣師

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與新竹

教育大學語言及語文教育研究所。

從地理分佈來看，台灣文學語言系所

遍及國內的北、中、南、東四區。這個事

實顯示，台灣文學研究正式加入國內學術

訓練的版圖，而且也正在扭轉學術風氣。

不過，由於系所設立的速度急劇加快，幾

乎每一學校都面臨同樣的危

機，那就是師資結構過於脆

弱。這種結構上的脆弱可以

從兩方面來看，一是師資員

額的問題，一是師資培訓的

問題。就師資員額而言，各

系所的平均數字大約是三名

左右。近五年來由於中央政

府人事的凍結，每個通過教

育部核准的系所，能夠分配

的師資就相對減少。同時，

各個學校內部的人事系統也

沒有提供恰當的人力支援，圖8 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創系，陳水扁總統揭牌。(靜宜大學台文系提供)

特稿‧專輯／回顧台灣文學系所成立—兼論200�台灣文學研究概況‧��



��‧200�台灣文學年鑑

新設系所的條件更加處於窘困。就師資培

訓而言，到目前為止，尚未有博士班畢業

生是由台灣文學研究所訓練出來的。現階

段只有成功大學台文所正式設有博士班，

但仍未有畢業生。在未來數年，台文所的

師資仍然必須仰賴中國文學研究所訓練出

來的台灣文學研究者，尤其以清華大學、

政治大學、中央大學的中文所為大宗，是

提供師資的主要來源。

師資結構的不平衡，最大衝擊便是影

響系所開設課程的品質。師資是決定課程

內容的主要依據，同時也是決定學生素質

的重要因素。目前一個普遍的現象是，系

所的許多課程已有疊床架屋的問題發生。

可以預見，研究生能夠接觸的知識也相對

受到侷限。特別是台灣文學的內容牽涉到

過多的日文史料與西方文學理論，國內對

於學生日語與英語訓練要求並不嚴格，從

而研究所開授的課程似乎也很難容許台灣文

學與外國語文有結盟、對話的空間。

這是台灣文學系所設立的最初階段面

臨的最大挑戰。然而危機並不永遠存在，

各個系所亟思突破之際，危機其實也攜來

轉機。目前已有系所開始積極與外文系教

授密切合作，邀請具有外語能力的研究者

到台文所開課。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大

學、中興大學、清華大學、靜宜大學、成

功大學已都在嘗試這方面的努力，區域性

的跨校選課，也是克服當前開課困難的解

決之道。同樣的，校內的跨院選課的思

考，正逐漸蔚為風氣。這種跨領域的結

盟，是台文系所還在整頓茁壯階段尋求出

路的一種可靠方式。

所謂台灣文學，是一門充滿各種可能

的新興學問。在此之前，並不存在任何學

術傳統與典範。幾乎每一門開設的課程，

都是史無前例。它的規範、它的格局，都

是由每位教授來設計、制定。這樣的課程

具備了開創與想像，等於是為台灣文學這

門領域開疆闢土，使其內容加深加寬。投

入研究的學者受到強烈要求，必須採取開

放包容的態度看待台灣文學的內涵與外

延。因此在理論層面上，從寫實主義、現

代主義、結構主義，以至女性主義、後結

構主義、後殖民理論不斷滲透台灣文學的

研究。在跨領域方面，台灣文學也開始與

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歷史學、哲

學、文化人類學展開無盡止的對話。

不僅如此，台灣文學也是充滿生命力

的動態學問。它與古典文學最大的差異就

在於後者的文學創作已經停止，而台灣文

學則不斷有新的作家與作品加入行列。具

體而言，台灣文學的範疇每過十年就需要

全新的定義。在70年代台灣文學研究開始

在國內學界登場時，強調寫實主義的反帝

反封建作家居於主流地位。到了80年代，

女性作家、原住民作家、同志作家大規模

生產文學作品時，台灣文學的內容逐漸發

生質變。僅僅依賴寫實主義理論，已不足

以詮釋大量的、全新的文本。直到90年

代，後設思維在作家中間蔚為風氣時，創

造的技巧已大大迥異於前此的作家，台灣

文學的內容更趨多元與繁複。在全球化風

潮的襲擊下，國家疆界再也不能阻遏各種

外來文體的滲透。無論是詩、小說、散文，

文體的疆界也次第受到突破。越界的族

群、性別，也陸續改造文體的越界。這種

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已經在台灣社

會積極地演繹、衍化、延伸。如果還有人

堅持非用寫實主義詮釋文學不可，顯然已

被急速開展的新文體運動遠遠拋擲在後。



氣象萬千的變化清楚指出一個事實，

台灣文學已不可能繼續停留在威權時期的

啟蒙階段。更為確切的說，台灣文學的「

本土」內容已經遭逢到全新的挑戰。新的

文學世代以具體的行動與實踐，持續不懈

地開闢、擴充裂變本土的內容。過去的「

本土」為了對抗戒嚴文化，因此必須團結

成為單一的、強大的論述進行批判與抗

議。現在的「本土」則是為了迎接全球化

的挑戰，相當自覺地、有意義地以複數

的、重層的創造力來自我定位。啟蒙時代

已經隨著威權體制的崩解一去不復返。客

觀形勢要求國內的台灣文學系所，必須因

應新美感、新技藝的誕生。

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全新的書寫

形式與策略已然成型。網路文學是無可抵

擋的趨勢，將之視為一次全新的文學革

命，並不過於誇張。文學部落格的大量出

現，似乎已足夠與報紙副刊並駕齊驅，甚

至還有超越之勢。國內文壇的生態正面臨

重大的轉變，誰是作者，誰是讀者，誰是

編者，其間的疆界顯然也到了需要重整的

時刻。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台灣文學系所

的課程，恐怕不能只是依賴平面、靜態的

文字書寫，網路空間充滿動態、活潑的超

文本，必然會升格成為研究專題。

同樣的，沒有人敢於保證所謂「台灣

作家」的定義，在未來十年不會發生急劇

的變革。現在幾乎已經可以見證，許多「

外籍新娘」所生產的「新台灣之子」將佔

據台灣新生人口的百分之十。未來的台灣

作家一定會從這樣的新人口結構中誕生，

越南的、馬來西亞的、泰國的、菲律賓

的、中國的歷史記憶也隨著將注入台灣文

學的創造之中。台灣社會是如此具有躍動

的生命力，則台灣文學豈能脫離如此生動

的社會而存在。

台灣文學系所的課程既然屬於一門新

興學問，就相對地比較不需揹負歷史的包

袱。從狹義的角度來看，面對社會內部族

群、性別的多重性格，台灣文學系所必須

具備收編、整編的能力。從廣義的角度來

說，台灣文學系所應該具備開放的想像

力，積極介入社會內部文化生態的維護、

尊重與提升。以排斥、抗拒的態度來定義

台灣文學，已經不為社會所容忍。取而代

之的，必須以協商、對話、結盟的態度，

使文學詮釋與思考繼續成長健康、落實。

從課程內容顯示的跡象，現階段的系

所還不能勝任去承載台灣文學已有的藝術

成就。如何密集、加速地訓練師資是當前

亟需克服的問題。在足夠的師資還未齊備

之前，各個系統可能必須打破本位主義；

強化跨院校、跨地域、跨領域的合作。即

使有一天師資宣告充足，這種跨界的互動

仍然值得欲求，使台灣文學領域的教學研

究更趨完整而成熟。

台灣文學研究的新思維與新願景

台灣文學研究生在2005年持續展現

蓬勃的氣象，最能反映這個事實的莫過於

學術會議的召開。這些會議可以分為地方

性、全國性與國際性。就地方性而言，學

術會議的目標在於開發台灣各個地區與社

區的文化特色與文學遺產。就目前所知台

中學、嘉義學、苗栗學的建構，在各自所

屬地方文化局主導下，許多大學也受到邀

請介入這項計畫的推展。中興大學中國文

學系主辦的「台中學—文采風流研討

會」，中正大學歷史系主辦的「第一屆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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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研究學術研討會」，東華大學中國語文

學系主辦的「第三屆花蓮文學研討會」，

以及南投縣政府文化局主辦的「2005南投

文學—巫永福與張文環創作學術研討

會」，都可見端倪。此類性質的學術會

議，往往可以挖掘一般文學史研究者未能

注意到的史料與文本，同時也可以平衡學

術交流所忽略的文學詮釋。還在發軔階段

的台灣文學研究，可能就像拼圖一般，需

要從細節、碎片的文學圖像開始拼貼、湊

合。對於未來台灣文學全貌的追求，現階

段地方性的學術會議應得到恰當的重視。

就全國性的會議而言，最為豐碩的成

果，應是關於台灣現代詩與散文藝術成就

的討論。在現代詩方面，彰化師範大學國

文學系主辦的「第14屆詩學會議—台灣

中生代詩家論」，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

研究所主辦的「詩心台灣情研討會」，台

灣文學協會的「2005中日現代詩國際饗宴

研討會」，以及台北教育大學語文教育系

的「台灣當代十大詩人學術研討會」，相

當雄辯地為現代詩給正面的評價與豐富的

詮釋。這種現象至少在十年前無法想像。

對現代詩的重視，證明台灣文學研究不在

只是偏愛小說的探討。同樣的，散文研究

長期以來受到邊緣化的現象，顯然也已經

出現轉機。國家台灣文學館主辦的「永不

凋謝的三色堇—張秀亞文學研討會」與

中央大學琦君研究中心主辦的「琦君及其

同輩女作家學術研討會」，開始預告散文

研究的時代就要啟開。許多學者對於散文

研究欠缺理論，甚以為病。事實上，任何

一門知識的建立，如果沒有經過長期的探

索研究，並不可能產生理論性的東西。台

灣現代詩與散文的鑽研逐漸形成風氣時，

就可能邀請更多新世代研究者加入行列，

無需擔心沒有理論，研究成果到了豐收的

階段，理論自然就會誕生。

就國際性會議而言，似乎也開始出現

突破的跡象。其中有幾場規模較大的會

議，包括台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

學研究所的「第四屆台灣文化國際學術研

圖9 國家台灣文學館主編，《台灣文學研究學報》創刊號。（國家台灣文學館提供，林民昌攝影）



討會：台灣思想與台灣主體性」，暨南大

學中文系與清華大學台文所合辦的「重寫

台灣文學史／反思女性小說史國際研討

會」，淡江大學中文系的「第九屆文學與

美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國家台灣文學館

主辦、清華大學台文所承辦的「後殖民的

東亞在地化思考：台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

會」所提出的「東亞」概念。國內學界多

年以來酷嗜倡言與國際接軌，而所謂國際

的定義似乎以西方，特別是美國居多。對

台灣文學研究而言，與其奢談國際接軌，

不如務實地、深刻地討論台灣文學在東亞

文化環境中所佔有的位置與意義。因為東

亞的概念不僅牽涉到後殖民的議題，並且

也聯繫到現代性的問題。近年來，現代性

與後殖民已是國際學術的顯學。在此風潮

推湧下，國內學者也受到波及而展開熱烈

討論。當東亞研究在國際學術版圖日益提

升之際，台灣的發言更不容缺席。通過東

亞視野的再閱讀，台灣文學研究的再開發

與再書寫自然受到高度期待。

另外值得一提的會議是國家台灣文學

館主辦，成功大學台文所承辦的「跨領域

的台灣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長期以來

台灣文學系所由於師資結構的脆弱，已影

響到課程內容的設計。跨領域的對話，一

方面在於使台灣文學系所擺脫當前的資源

窘困，一方面也在於突破格局，使新的學

術訓練與思維方式能提升現階段的研究狀

態。這次會議是初次嘗試，邀請歷史學、

社會學、政治學的學者與台灣文學研究者

相互交換信息。對於國內人文社會學科而

言，顯然是可喜的徵兆。尤其對於台灣文

學研究，更是可貴的收穫。如果文學可以

視為社會集體記憶的表徵，則相關的研究

就不能只是停留於藝術與修辭的靜態討

論，而應該進一步推動深層結構的分析。

使文學除了具有美學意義之外，還有歷史

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的意義。

在學報與雜誌方面發表的學術論文，

也是台灣文學領域延伸出去的觸鬚。國家

台灣文學館正式出版的《台灣文學研究學

報》，以及政治大學台文所的《台灣文學

學報》，是國內學界的重要發言刊物。即

將加入行列的還有台灣大學與成功大學台

文所籌劃中的學報。其他容許發表台灣文

學相關論文的，大多散見於中文系發行的

學報。真理大學台文系出版的《台灣文學

評論》，也是重鎮之一。如果從論文的內

容來看，包括學報與博碩士論文在內，有

一個跡象相當明顯，那就是散文研究已有

崛起之勢。近年來張瑞芬教授在這方面的

開墾最具成果。她除了身體力行在學報發

圖10 2005年舉辦的台灣文學學術研討會，部份論文集

錦。（國家台灣文學館提供，林民昌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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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大量論文，並且也完成一部《五十年來

台灣女性散文》的編選。這部散文選集的

附帶收穫，便是獨自完成一部50位女性散

文作家的評論，用功之深，有目共睹。

國內研究生以散文做為學位論文題

目，已經蔚為風氣，這是值得首肯的現

象，對於台灣文學研究的拓展值得期待。

不過，目前的散文研究仍停留在個別作家

的史料收集與詮釋。最大的貢獻，便是協

助未來的文學史料書寫者注意到散文這個

區塊。但是，由於只是集中於個別散文家

的探索，這方面還未出現系統性、全面性

的研究，要期待散文研究理論的出現，仍

需假以數年。

另外還有一個跡象也必須注意，那就

是古典文學研究的風氣也正在釀造。在施

懿琳、黃美娥、許俊雅三位教授的推動

下，古典文學研究開始呈現上升之勢。她

們共同主持的《全臺詩》史料整理計畫仍

在進行。計畫完成後，對於這方面的研究

必然有推波助瀾之功。黃美娥在古典文學

研究方面引進現代性理論的思考，是近年

來的重大突破。舊文學的新詮釋，將使後

來的文學研究者找到寬廣的想像空間。原

住民文學研究在台灣文學領域也有擴張之

勢，2005年盛事是東華大學原住民研究所

主辦的「第一屆台灣原住民文化國際學術

研討會」，集合了國內與國際的文學、史

學、文化人類學學者，進行跨領域、跨地

域的對話，成果斐然。

由於新史料的不斷出土，新世代的不

斷出現，台灣文學版圖已經進入一個再整

頓、再思考的新時期。十年前的研究方

法，漸漸被新的訓練與紀律所取代。以女

性主義的研究來說，經過後女性主義的洗

禮之後，女性主義一詞以逐步讓位給性別

研究。現代主義文學在鄉土文學論戰之

後，一度遭到污名化、妖魔化。然而自

80年代解嚴之後，現代主義文學的再考察

又成為學界關注的對象。這些事實說明了

台灣文學研究是一個充滿生命力，具有挑

戰性與創造性的領域。思維僵化的研究

者，過於強調意識型態的教學者，必須卸

下自我膨脹的身段才能找到發言空間。

世紀初的台灣文學，已經揚棄世紀末

的悲情而揚帆出發。開創風氣的研究者，

都有可能成為學術典範。台灣文學學術研

討會動輒數百人出席的盛況，在過去國內

學界是難得一見的現象，如今卻成為理所

當然的事實。長期受到貶抑的研究，也許

在今天資源匱乏的條件下還不能稱為顯

學，然而風氣之盛卻令人矚目。大量研究

人力的投入，使台灣文學的知識生產開始

提昇國際能見度。再過十年，國內學術版

圖的重新盤整，現在已可預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