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 娟 

  這次的座談會以「台美人的生活經驗」為主題，身為台美作家的我，走過來的

是一條「寂寂文學路」，我就與各位分享個中滋味吧！ 

  台美人的共同特色是離鄉背井，到陌生的國家來闖天下，不論是出來讀學位也

好，開創企業也好，必定是吃了很多苦頭。好在只要不怕吃苦，總有「苦盡甘來」

的一天。不幸有一條路是永遠走不出頭的，而且越走越，越走越寂寞，這就是我走

的文學路……。 

  從事寫作，不管你是在孤燈下敲鍵盤也好，獨坐書桌前爬格子也好，故事的經

營，文字的運用，都是個人的事，全在個人的腦海裡進行，當然是寂寞的。但是台

美作家因為主觀、客觀環境均不利，變得特別艱苦難走，先說一說極為明顯的例子。 

1. 這是英語世界，但是台美作家都以漢文寫作，顯然離了大眾。我常常遇到鄰居或

洋朋友，對我的作品感到興趣，希望知道在那裡可以買到我的書，但是我必須很

遺憾地告訴他(她)們，非英語寫的，他(她)們看不懂。熱心的他(她)們還不放棄，

再三叮嚀「若有英譯本出版，一定要通知一聲。」 

2. 作寫寫作，以自己關心的問主題，所以台美作家寫作多半是「台灣」，而且以台

美人為主要對象，無形中限制了讀者的範圍。 

3. 幅員廣大的美國，並沒有台美人共同的發表園地，也沒有販賣台美作家作品的書

店，使得讀者與作者難有交集的機會。 

  一些大城市也許例外，但是仍以中國作家的作品為主。發行量較大的報刊，也

操縱在他們的手裡。 

  但是我今天想跟各位討論的是更根本的問題： 

  台美人口雖然不多，但是很有組織，各地都有同鄉會，也有台美人口滿集中的

地方，如南加一地，據說台美人口已超過十萬人，但是在南加發行的台美人報紙，

訂戶始終在三千戶以下(希望這個數字已有進步)台美作家的作品，想要賣個一百

本，幾乎是不可能的事。可見台美作家的困難。在台美人對「文學」的極端冷漢，

我個人的經驗是很少有同鄉想要知道在哪裡可以買到我的書。 

  「文學」被稱為「民族的靈魂」，因為從一個國的文學作品可以看出該國的民族

性和歷史、文化。名作家輩出的國家，絕對是受世人尊敬的。 



  那麼我們為什麼會這樣不關心自己民族的「靈魂」呢？何況「愛好文學」是人

類的性。不信自看我們的子女，哪個孩子不喜歡妳 bed time story；哪個不喜歡去圖

書館抱回一大堆童話書來看？而望子成龍的父母，逢年過節，或孩子的生日，不也

喜歡買書來做禮物嗎？ 

  我們自己不愛看書(只看專業的書)我們沒有養成閱讀的習慣，我們很少去碰觸

文學書，因為台灣的語文教育，沒有包括文學。國文課本除了古詩、古文，就是修

身養性或領袖訓詞之類的文章，灌輸的是僵硬的封建思想。 

  美國教育是多麼地不同，他們重閱讀，以文學名著為英語讀本，甚至於大一的

課程，還是以人文教育為主，希望學生在進入專業的領域之前，已有了健全的人文

基礎，將來有成長時，都懂得關懷人文，回饋社會。 

  那麼台灣教育為什麼要刻意忽視具有「啟發思想、豐富想像力，促進人文關懷」

的文學教育？ 

  答案是外來政權以鞏固政權為目的，培養的是「愚忠」的順民。「文學」的相同，

正是他們所忌諱的。想想看：人家以「威權」統台，管制思想，限制自由，怎麼願

意讓你接觸文學，啟發你的思想，豐富你的想像力？ 

  我們必須認清楚我們在台灣受的是排除「文學」的偏差教育。台灣人「文化素

養」的低落，也因而常遭外人垢病，尤有甚者，在不健全的黨國教育下成長的台灣

人，往往缺乏哲學的思考力和歷史的眼光，表達和詮釋的能力也很有限。這些缺點

若出現在一般小民，也許不算是大問題，但是擔當國家重任的領袖，也有這樣的通

病時，照流行的說法：「代誌就大條」了。 

  經過半世紀的努力、奮鬥和犧牲，台灣人終於掌握了台灣的政權。當時大家都

以為台灣人已經出頭天了，一般的看法：只有「政治」可以解決台灣的問題。 

  但是台灣的問題複雜多了：意識形態的對立，對本土事的無知，牽涉的是認同

的問題，也是歷史及文化教育的問題。 

  不幸執裡真正懂得文化比政治重要的人物太少，就因為認識不夠，文化體質太

薄弱，才會在統派媒體、政客、學者聯手圍剿下，顯得毫無招架之力。而官員在立

法院備詢時，那種「坐以待斃」的無奈，和問政立委的粗魯以及背離專業的荒唐，

在在令台人汗顏。 

  我們還能繼續認為「文學」是可有可無，無關痛癢的東西嗎？何況以「歷史」

為題材的文學作品，往往可以補救歷史文化教育的不足，收效更快更大！ 

  各位鄉親朋友：請撥時間來欣賞文學作品，共同改變台灣人(台美人)的氣質，

提升台灣社會的文化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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