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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台灣文學史上，在二０年代，曾經爆發一
場激烈的新舊文學論戰，雙方人馬唇槍舌
劍，針鋒相對，在論戰中，代表新文學的
一方，打破了長期以來舊文學獨霸的局
面，形成與舊文學互別苗頭，彼此頡頏的
情形，從此改變了台灣文學發展的生態環
境，但卻也同時留予後人新文學家及舊文
人互相對立的刻板印象；這樣的印象，甚
至導致後來的研究者，有過一段時期對於
台灣舊文學抱持不置可否的態度。然而，
事實上，如果將吾人的眼光放得更長遠
些，觀察 30 年代的台灣鄉土文學運動興起
盛行的相關經過，必然發現其中標舉鄉土
文學大纛，致力推廣的文人，實不乏舊文
學作家，如鄭坤五、連雅堂、蕭永東、許
丙丁、黃純青、張純甫……等。上述這些
舊文人在鄉土文學活動中，其與若干新文
學家，不僅未有立場對立情形發生，反倒
出現協力的狀況，箇中情形，頗堪玩味。
所以，本計畫亟欲研究 20 年代新舊文學論
戰後，到 30 年代鄉土文學活動期間，台灣
傳統文人所扮演的角色，並試圖掌握若干
舊文人文學觀念轉化的過程，且進一步勾
勒新舊文人從對立到協力的可能共生結構
關係，重新思考 20 年代新舊文學論戰對於
舊文學產生破壞作用之外的積極再生意
義。

關鍵詞：日治時代  台灣  傳統文人  新
舊文學論戰  鄉土文學運動

二、緣由與目的
(一)

觀察日治時代的台灣文學發展情形，
倘以現有幾本台灣文學史的相關著作來看
(如葉石濤、彭瑞金、陳芳明所撰者)，其

中隱含一種新文學家在新舊文學論戰後獲
得全面勝利，而舊文學陣營則節節敗退，
逐漸淡出台灣文學的場域，甚至失去提升
台灣文學動力的朦朧論述。而這樣的描寫
與陳述，極易引導後人一種錯誤的推測與
聯想，彷彿日治時代台灣文學的發展重任
全係由新文學家獨立扛起，舊文人在論戰
之後，已從參與改造台灣文學的舞台上消
失，或是成了無關緊要的道具角色。為了
澄清這種誤解，高喊新舊文學不宜兼廢固
然重要，但重新建構台灣文學史上舊文學
的主體性，更屬必要，因為如此才能促使
新舊文學的研究，有了對話的空間，彼此
形成參照系；而有關舊文學的研究，也會
由此產生更深刻的意義與價值。這麼一
來，藉由觀察雙方的互動情形，將更有利
通盤掌握台灣文學發展的深層結構與完整
面向。有鑑於此，本計畫便先以 20 年代新
舊文學論戰到30年代鄉土文學活動這兩項
重大文學事件中的舊文人角色的扮演為探
究對象，擬以此作為建構台灣文學史上舊
文學主體性的研究發端，並求透過本計畫
的研究成果說明新舊文學作家並非定然對
立，而舊文人在台灣文學的進步歷程中也
起了一定的發揮領導作用，盼望能給予日
治時期台灣傳統文人更公允的評價與定
位。
(二)

至於本計畫預計達成的目的，除了上
述提供未來台灣文學研究者對於舊文學能
有較寬廣的思考角度與觀察視野，乃至於
新評價外，也希望進一步瞭解個別舊文人
在面臨新文學挑戰之際，其人文學觀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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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改變情況？何以某些舊文人仍然固守
原來對新文學的排斥態度時，鄭坤五、連
雅堂、黃純青、蕭永東……等舊文人卻在
20 年代新舊文學論戰發生後，轉而對鄉土
文學產生興趣，並進而出現與若干新文學
家想法與行動一致的情形？以上種種問
題，除了政治、社會背景所致外，是否也
有文學自身不得不然的因素？果如此。20
年代所引發的新舊文學論戰，對於舊文學
的影響激盪又有哪些面向呢？上述疑問，
皆是本計畫所欲釐清探析之處。

三、結果與討論
在本議題的探究中，筆者發現 20 年代

新舊文學論戰以來，舊文人受到新文學家
鼓吹以文藝啟蒙大眾的刺激，再加上社會
主義思潮瀰漫，不得不正視舊文學的確有
著貴族化傾向的問題，並進行改良工作。
而改革的趨向有幾種方式，但大抵是在民
間文學的採集與鄉土文學、台灣話文的建
構上努力，茲說明如下：

1927 年，鄭坤五在《台灣藝苑》中提
出「台灣國風」一詞，並進行採集台灣山
歌作品，蕭永東、懺紅 1930 年後於《三六
九小報》上也進行民間歌謠的採錄工作。
而這些採集來的台灣民間歌謠，既屬口
語，又具通俗色彩，與人民極為親近，恰
恰符合新文學家對白話詩的要求；不過這
些歌謠的語言是台灣話式的，與張我軍所
倡北京白話文又有所不同，如此更能體現
台灣人的固有文化與精神，又能兼顧舊文
人向來所強調的「傳統性」。而後來鄉土
文學興起後，新文學家企圖透過蒐集整理
台灣民間文學作品以建構台灣文化主體性
的工作連成一氣，遂形成新舊文學雙方在
民間文學上的共同協力。

另外，1930 年，與鄭坤五私交甚篤，
本來也是舊文人的黃石輝，掀起了鄉土文
學與台灣話文運動，此等以台灣為主體本
位所進行的文學活動，立刻得到了若干舊

文學家如鄭坤五、黃純青、連橫……等人
的支持。如鄭氏不只為文表達贊成之意，
更將理論與創作連結，開始嘗試其所謂的
「在來漢文」(案：指主要是華臺合璧的白
話文，但已融入部分日式詞彙或文字)的寫
作。黃純青則對於鄉土文學與台灣話文運
動，十分認同。關於話文運動，他曾發表
〈台灣話改造論〉呼應郭秋生的〈建設台
灣話文一提案〉，大抵主張言文一致用廈
門音作標準。至於鄉土文學，黃氏更特別
鼓吹竹枝詞的寫作，強調台灣風土皆是竹
枝寫作的絕佳材料，尤其此一文類與鄉
土、大眾極為接近，足可納入鄉土文學、
大眾文學之列。黃氏的想法，與同期其他
新文學家對台灣歌謠、民間故事、俗諺的
整理採集相較，顯示舊文人認為「竹枝詞」
既屬傳統文學詩歌體裁之一，但又兼具民
間性，是最值得舊文人參與推動鄉土文
學、大眾文學的絕佳文類，深刻說明了「傳
統性」永遠是舊文人堅持的「傳統」。

再者，連橫也是舊文人中極力贊成鄉
土文學及台灣話文之一員；他認為台灣鄉
土語言是實踐鄉土文學的根基，甚至早在
黃石輝、郭秋生倡議台灣話文運動前，便
著手整理台灣語言，1929 年 11 月、12 月
連續發表於《台灣民報》上的〈台語整理
之頭緒〉、〈台語整理之責任〉二文，清
楚呈顯連橫藉此維繫民族精神於不墜，進
以避免日語漸興、台語日就消滅的危機。
而更耐人玩味的是，在 20 年代連橫與張我
軍進行論戰時，張氏曾批評台灣話之土
俗，日後連橫則透過研究「乃知台灣之語
高尚優雅，有非庸俗之所能知」(《台灣語
典‧自序》)，由此看來，《台灣語典》之
作頗有回應張我軍昔年貶抑台語之意。另
外，為了證成台灣語言創作鄉土文學的合
理性，連橫不只在《雅言》的命名上，有
為台灣方言去除「污名化」的作用，且更
透過文中追溯中國文學上的事例，強調古
代早有方言入文的「傳統」；而其所謂「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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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範疇，不僅是指台灣本地語言而已，
即連外夷的方言亦可，這就像近人使用歐
語而譯其音的情形一樣有了如此的思考，
連橫更呼籲在世界進步日趨大同，學術思
潮已無國境的時候，一面需保存鄉土語
言，一面又須學習他國文字，才不至於孤
陋寡聞，清楚展現了其人不以台灣話文自
重自限的思維。

相較於台灣話文運動，其實台灣傳統文
人對於鄉土文學的肯定與支持更顯熱烈，
1935 年，賴子清《台灣詩醇》在選錄詩歌
作品時，「鄉土文學」成為當時文人選錄
詩歌作品的判準之一。不僅如此，隨著鄉
土文學運動的深化，傳統文人的創作也頗
受影響，黃水沛評論張純甫的詩歌作品「由
清而進於宋，由浮響而變為寫實，為閩派，
為鄉土文學，而終為守墨樓詩。」竟至以
此作為詩歌審美與風格建構的標準，則鄉
土文學運動對於台灣傳統文學的影響不可
不謂深刻。

如上所述，在這一波帶有建構台灣文學
主體性的文學風潮中，部分舊文人以參與
民間文學的採集工作及具鄉土色彩詩歌的
創作，或對台灣話文的表態支持，表現出
其與新文學家的協力關係，共同參與了台
灣文學史的這一段發展歷程，也證實了新
舊文學之間並非永遠對立，而能擁有一定
的合作空間。

四、計畫成果自評
為了完成本研究計畫，筆者嘗試爬梳

各項資料，尤其利用日治時期的報刊雜誌
資料，以勾勒當時的文壇氛圍與內在結
構，總計蒐羅 1920 年至 1942 年的相關資
料，至少四百餘條，編目成冊，並製作「日
治時期新舊文學論戰與鄉土文學論爭」一
欄表；其次，又進行分析資料內容，撰寫
二篇論文，並應邀參與研討會之發表：
1. 〈對立與協力：日治時期台灣新舊文學

論戰中傳統文人的典律反省及文化思
維〉，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舉辦，
日據時代台灣歷史、文化、記憶國際學
術研討會，2002.3.29

2. 〈醒來吧！我們的文壇—再議 1941 年
至 1942 年台灣新舊文學論戰〉，東海

大學中文系舉辦，日治時期台灣傳統文
學研討會，2002.4.13

以上二篇論文，大抵以本研究計畫內容為
基礎，但實際又擴展許多，乃因進行本計
畫之時，又從中激發更多靈感所致。

五、參考文獻
(一)專著
*連雅堂先生全集      連橫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除詩文集外，包括含台灣詩薈、台灣語
典、雅言等)
*晴園詩草            黃純青著                   
龍文出版社
*評論集              黃得時著                   
台北縣立文化中心
*許丙丁作品集        許丙丁著‧呂興昌
編校       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張純甫全集          張純甫著‧黃美娥
編校       新竹市立文化中心
*梅鶴齋吟草          林鍾英著‧黃美娥
編校       新竹市立文化中心
*鄭坤五和鯤島逸史    羅景川著                   
山林書局
*近五十年來台語研究之總成績    吳守
禮著         大立出版社
*台灣民間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胡萬
川編         台灣省政府文化處
*台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    游勝
冠著         前衛出版社

(二)報紙雜誌
*臺灣日日新報    臺灣分館館藏
*詩報            臺灣分館館藏
*臺灣詩報        張子唐先生珍藏
*三六九小報      成文出版社
*台南新報        臺灣分館館藏
*臺灣新聞        台大圖書館藏
*風月報          南天書局
*台灣藝苑        陳崑崙先生珍藏
*台灣青年        東方文化書局復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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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東方文化書局復刻
*台灣民報        東方文化書局復刻
*台灣新民報      東方文化書局復刻
*南音            東方文化書局復刻
*先發部隊        東方文化書局復刻
*第一線          東方文化書局復刻

(三)相關學位論文
*日據時期台灣漢語文學析論      陳美
妃    輔大中研所碩士論文              
1981
*三０年代台灣鄉土話文運動      廖祺
正    成大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0    
*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學運動與社會主義思
潮之關係初探  黃琪椿  清華中研所碩論  
1994
*連雅堂文學研究                黃美
鈴    中山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1999

(四)期刊或會議論文
*新舊文學之爭—台灣文壇一筆流水賬      
廖漢臣    台北文物 3:2,3:3
*台灣文字改革運動史略                  
廖漢臣    台北文物 3:3
*台灣新文學運動概觀                    
黃得時    台北文物 3:2,3:3,4:1
*台灣鄉土話文運動                      
李獻璋    台灣文藝 102
*論鄭坤五的「台灣國風」                
呂興昌    民間文學與作家文學研討會    
1998
*頭戴台灣天，腳踏台灣地—論黃石輝台語
文學兮觀念和實踐     呂興昌    台灣
新文學 6
*周定山對民間文學的採錄及素材之運用    
施懿琳    民間文學與作家文學研討會    
1998
*日治時期新舊文學論戰的再觀察—兼論

其對台灣古典詩壇的影響  施懿琳  台灣
古典文學與
文獻會議  1998
*再議三十年代台灣的鄉土文學論爭        
許俊雅    中國現代文學理論季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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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封面格式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
※                        ※
※              從對立到協力：日治時期新舊文學論戰          ※
※         到鄉土文學運動中台灣傳統文人的角色轉變         ※
※※※※※※※※※※※※※※※※※※※※※※※※※※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90－2411－H－004－028－

執行期間：90 年 08 月 01 日至 91 年 07 月 31 日

計畫主持人：黃美娥

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李文卿、呂淳鈺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各一份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一份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

中 華 民 國   91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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