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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首屆臺灣民間文學學術研討會 

李蕙珊 1 

一、前言 

民國 86 年(1997)1 月 31 日至 2 月 2 日，為期二天半的「首屆臺灣民間文

學學術研討會暨采集工作經驗座談會」於彰化縣立文化中心會議廳舉行，與

會者人數眾多，討論亦十分熱絡，引起各學界人士注意。會後彙編《首屆臺

灣民間文學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2，初版印製三千冊尚不足供應各界索取，於

民國 88 年(1999)再版，分贈各文教機關團體、大專院校文學系所，以便推廣。 

這場學術研討會，是臺灣「首屆」以臺灣的民間文學為範疇所舉辦的中

型研討會。本會議既為「首屆」，具有其特殊地位，本文即依據《首屆臺灣民

間文學學術研討會論文集》一書的內容，探討此次會議在臺灣民間文學發展

史上的重要性。 

二、計畫緣由 

每個國家、每個民族都有不同於其他民族的傳統信仰、習俗、規章，而

藉由神話、故事或歌謠等形式將這些文化流傳下來，就是所謂的民間文學。

民間文學包括神話、傳說、故事、歌謠、諺語、俚語、童話、笑話、謎語等

等，其共同特色為「口頭創作」、「人人參與」與「母語」傳承。這種以口耳

相傳的方式流傳下來的文學，很容易在傳唱的過程中產生變異，而使得同樣

的情結語詞在不同地區有不一樣的版本，但這樣的變異都還會保留著原始的

一些元素，使後人在整理時可以推測出這些是同個作品的變異型態。臺灣的

民間文學，除了這種變異性外，影響民間文學傳承更大的是「母語」的逐漸

流逝。國民政府來臺後，基於政策上的理由，「國語」成了官訂的語言，在學

校裡不能說母語，一切只能用國語交談，母語在此時段裡成了被禁止的語言，

也造成了民間文學的傳播中斷。這樣的文化斷層導致了許多民間文學作品的

消逝，新一代的人無法從父母或祖父母那一輩聽到那些口耳相傳的民間歌謠

故事，自然也無法傳述給下一代。如今想要蒐集臺灣民間文學，只能從那些

年邁的耆老口中得知，而隨著耆老的逐漸逝去，蒐集民間文學的工作將會越

來越困難。有鑑於此，從民國 70 年代開始，有識之士便開始四處奔走呼籲，

                                                 
1 國立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在職專班碩士生。 
2 林松源主編，《首屆台灣民間文學學術研討會論文集》，彰化：磺溪文化學會，1997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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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冀能喚起眾人對民間文學的重視，在他們的努力之下，民間團體才逐漸重

視民間文學，部份地方政府也開始了民間故事的採集與整理。但已產生斷層

的民間文學，在耆老逐漸凋零的狀況下，仍是必需加快腳步趕緊搶救的。 

本研討會總策畫人林松源，有感於「臺灣民間文學今天不搶救，明天就

來不及」的急迫性，而積極進行搶救民間文學的工作。在因緣際會之下，得

到可以舉辦較大型研討會的機會與經費，林松源立刻順勢舉辦了這場首屆以

「臺灣民間文學」為議題的學術會議，期盼能藉由這場研討會引起更多人對

臺灣民間文學的重視，並吸引更多人加入搶救臺灣民間文學的工作。 

三、參與人員 

一場研討會的舉辦，不可能是由一個人單獨達成的，總策畫人林松源有

想舉辦學術研討會的想法後，接著便須尋找可以協助舉辦的資源，這之中包

括場地、經費、工作人員等，當然還有在研討會上發表論文的人員、主持人

等，以下分別就提供資源的相關單位及論文報告人做討論。 

(一)相關單位 

這場研討會由臺灣省磺溪文化學會主辦，總策畫人為該學會理事長林松

源以及清華大學教授胡萬川兩人。如前所述，林松源對臺灣民間文學的搶救

相當積極，且其身為學會理事長，掌握了一定資源及人脈，於號召民間文學

研究上有一定的影響力。胡萬川更是自民國 81 年(1992)起 就四處奔走采集整

理出版臺中縣，包括大甲、大安、外埔、石岡、沙鹿、東勢、潭子、梧棲、

新社等地的民間文學，在民間文學的研究上有一定的學術地位。這兩人攜手

合作策畫舉辦關於臺灣民間文學的研討會，能吸引眾人關注是不難理解的。 

籌備會的委員除了上述兩位外，還有彰化縣立文化中心主任楊素晴。彰

化縣立文化中心是這場研討會的贊助單位及指導單位，亦是研討會舉行的地

點，工作人員中也不乏彰化縣立文化中心的員工，彰化縣立文化中心可算是

對這場研討會支持最多的政府單位。 

除此之外，贊助單位還包括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金會、中華文化復

興運動總會、臺灣省政府教育廳、臺灣省政府社會處、臺灣省政府文化處、

臺灣省文獻委員會、彰化縣政府社會科，以及劉尚群、胡維剛、劉永晴。這

些單位有來自民間的、政府的、團體的，還有個人的，可以看出當時民間文

學已被部份人士所重視。 

這樣由民間團體發起，政府單位提供部份經費舉辦研討會，顯現出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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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對民間文學還抱持著保留的態度，尚未積極展開行動。要等到這場研討

會後的隔年，才有臺灣省文化處委託清華大學中文系舉辦「臺灣民間文學學

術研討會」和「民間文學與作家文學研討會」。所以彰化這場「首屆」研討會，

可以說是政府對民間文學的初步了解與認識，由於「首屆」研討會反應熱絡

的成果，才促使政府單位認真投入相關研究活動的獎助。 

(二)論文報告人 

本場研討會共計一場專題演講、十九篇論文報告，三個采集工作經驗報

告，其中專題報告由清華大學教授胡萬川發表，其餘相關主持人、論文報告

人、采集經驗報告人及其簡介整理如下表： 

主持人 簡介 采集報告人 簡介 

林松源 臺灣省磺溪文化學會理事長 呂坤樹 石岡鄉圖書館館長 

楊素晴 彰化縣立文化中心主任 徐登志 臺中縣東勢國小主任 

胡萬川 清華大學教授 蔡桂玉 彰化縣和東國小主任 

陳萬益 清華大學教授   

呂興昌 清華大學教授   

梁榮茂 臺灣大學教授   

周慶塘 淡水工商學院講師   

林修澈 政治大學民族所所長   

臧汀生 彰化師範大學教授   

林瑞明 成功大學教授   

鄭邦鎮 靜宜大學教授   

汪志勇 高雄師範大學教授   

論文報告人、簡介及論文題目如下： 

論文報告人 簡介 論文題目 

林培雅 高苑工商專校講師 
從 四 則 田 野 調 查 資 料 談 邱 罔 舍 故 事 在

臺南市的演變情形 

蔡蕙如 南臺技術學院講師 從民間「命中注定觀」看林道乾的傳說 

彭素枝 大仁藥專講師 臺灣六堆客家山歌之表現 

李福清 

俄羅斯國家科學院院

士、靜宜大學客座教

授 
從民間文學觀點本臺灣布農族神話故事 

鄭恆雄 臺灣大學教授 從語言學的觀點看布農族的神話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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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真美 清華大學講師 「虎姑婆」考 

王幸華 中臺醫專講師 臺灣閩南語童謠形式探討 

王釗芳 光武工商專校講師 「周成過臺灣」故事的演變及分析 

吳明義 花蓮神學院院長 
從 阿 美 族 的 奇 美 事 件 談 口 傳 文 學 的 歷

史價值 

臧汀生 彰化師範大學教授 臺語聲調與臺語歌謠 

曾子良 海洋大學教授 臺灣朱一貴歌考釋 

劉美芳 
臺大碩士、復興高中

教師 

倫情與宿命的糾纏～臺灣「陳三五娘」

的版本探析 

瓦歷斯諾幹 臺中縣自由國小教師 
地名、口傳與國家統治的變異～以泰雅

人 Vai Beinox（北勢群）為例 

浦忠成 
花蓮師範學院原住民

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臺灣原住民民間文學發展之探討 

林修澈 政治大學民族所所長 民族文學 vs 國家文學 

林信來 臺東師院教授 臺灣原住民民謠欣賞 

汪志勇 高雄師範大學教授 現今臺灣歌仔戲的省思 

顏美娟 高雄師範大學副教授 
高 雄 縣 甲 仙 鄉 小 林 村 平 埔 歌 謠 之 調 查

與研究 

黃子堯 客家雜誌主編 臺灣客家民間文學 

這場研討會邀請的人員眾多，來自臺灣各地的學校，並沒有特別偏重於

哪個區域，於此就可以看到臺灣各地都有人開始對民間文學進行研究與探

討。這場研討會想必也是期盼能夠藉由這個機會，將臺灣各地研究民間文學

的學者都聚集起來，打破平常距離上的限制，彼此交換研究心得與成果，使

民間文學的研究能更加有效率地成長。 

更特別的是，參與研討會的這些人中，還包含俄羅斯漢學家李福清、阿

美族人吳明義、泰雅族人瓦歷斯諾幹、鄒族人浦忠成、客家人黃子堯，組成

份子可以說是相當多元的。這也是臺灣民間文學的特色，因為有著多元的族

群聚集，每個族群都有屬於自己的民間文學，使臺灣民間文學也呈現豐富多

元的面貌。這也顯示這場研討會期望臺灣民間文學的研究可以遍及各個族

群，而且是可以各個族群都能對自己的民間文學進行采集整理的，畢竟對某

個族群的民間文學了解最深的，就是屬於那個族群的人。透過這場研討會聚

集了各個族群的人，也能讓更多人對這些民族有更多的認識，進一步產生了

解其民間文學的欲望，對這些民族的民間文學研究也將有更多人的投入。俄

羅斯漢學家李福清的參與，也顯現了臺灣的民間文學必有其特殊、迷人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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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怎麼會吸引外國學者也來投入研究呢？外國學者的參與，也勢必帶入國

外研究的方法，增進彼此在研究上的能力與見識。 

這場研討會不僅僅是各地區、各族群的交流，還有國內外的互通有無，

使研討會在專業的學術論文討論之外，更重要的是難得齊聚一堂的同好們之

間的認識與交流。總策畫人林松源為了消彌學院派「教授」、「學者」與民間

研究人員的隔閡，特別規定當場參與研討會的有心人士，不論學歷、經歷，

一律互相稱呼為「研究員」 3，如此別出心裁的構想，大大地提高了民間學者

的自我信心，紛紛勇於發表個人的見解。在這樣氣氛十分熱絡融洽的互動下，

從而激發更多研究上的新構想，讓臺灣的民間文學研究能有更進一步的發展。 

四、發表主題 

民間文學的範圍極廣，大抵上可以區分為四類，散文故事類、韻文歌謠

類、諺語類、謎語。其中散文故事類包含神話、傳說、民間故事、笑話，而

韻文歌謠類則包含儀式之歌、生活歌謠、情歌、勞動歌、歷史傳說歌、兒童

歌。依這樣的分類檢視本研討會的十九篇論文，可以發現散文故事類仍佔大

多數，韻文歌謠類略少一些，而諺語類和謎語則是完全沒有，散文故事類中

的笑話也未有相關論文，未能將民間文學各個種類全部納入討論，算是有些

可惜之處。 

而在論文內容部份，可以看到這些論文大致上還專注在採集與整理上，

大多集中在討論單一故事的不同版本或單一區域的民間文學，而較少將不同

故事相互做比較，這應可歸因於當時的臺灣民間文學研究尚在起步階段，學

者的注意力大多在搜集並保存即將消失的民間文學上，加以採集資料尚不全

面足夠，所以對於民間文學的歸納分析與比較研究也就不易做到，而只能將

注意力集中在較小範圍中。 

另外，民間文學既出於民間，當可與一般民眾的生活、習俗、信仰等有

所關連，甚而產生影響，在這場研討會的論文裡，對民間文學與當地居民所

產生的影響較少著墨，而是將民間文學從民間抽離出來，獨自探討各民間文

學的版本或分析，未能將民間故事再次放回民間，深入探討當時社會如何影

響民間文學的異同。 

這場研討會的論文在當時應是具有相當水準與意義的，畢竟這是「首屆」

                                                 
3 林松源在研討會上倡議大會採用「研究員」的稱呼，此事依據參與研討會的東海大學

中國文學系吳福助教授口述。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164 期 

 88

臺灣民間文學學術研討會，是臺灣民間文學系統研究剛起步的階段，在這樣

的背景下，有學者願意花費心力在這塊極少人碰觸的領域裡，就已足夠令人

讚賞了。以上點出的一些不足處，其實以「首屆」的觀點來看，雖令人有些

惋惜，應是無傷大雅，不失為一篇篇的好論文。 

五、結語 

這場首屆臺灣民間文學學術研討會暨采集工作經驗座談會，在總策畫人

林松源對民間文學極需受人重視的信念下展開，結合各單位的資源，並邀請

了各地區、各民族的人員參與論文的發表，而所發表的論文也都有一定的水

準，雖仍有不足之處，但一場研討會要辦到盡善盡美又豈是容易的事？加以

「首屆」畢竟是個發端，在尚無前人經驗可供參考的情況下，這些不足處都

是可以被接受的，更何況這場研討會引起眾人的注目是不爭的事實，也就顯

現出了這場研討會一開始的目的--引起眾人對民間文學的重視。以一場「首屆」

研討會來說，能引起眾人的重視，並使後人繼續朝這個議題去努力，就是一

場好的研討會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