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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北市大語文學報》榮獲「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為「第
三級」。這是2020庚子歲末年終收到一份珍貴的禮物。
一、首先，在此感謝各位師長的支持和鼓勵，我們在學術上的實力和努力被看見。特
別感謝《北市大語文學報》的編輯委員們，微薄的出席費，連計程車資都不夠，
但您們每每在「百忙之中」幫助我們一次又一次在格式上的調整、一篇篇論文詳
細的再審和討論。使本刋能愈趨精進。
本刊為嚴謹的學術期刊，在專業化、國際化、資訊化上，皆能與現今學術論
文刊物接軌。在編輯委員會的運作上，除校内編輯委員三位，本刊亦敦聘語文、
文學、思想各領域學有專精的校外編審委員七位，按姓氏筆劃依序為：王學玲教
授（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李嘉瑜教授（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
系）、林啟屏特聘教授（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范宜如教授（臺灣師範大
學國文學系）、許朝陽教授（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黃美娥教授（臺灣大學臺
灣文學研究所）、廖棟樑特聘教授（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如前所言，諸
位編委除了在來稿上，推薦專業審查名單，亦在每期所召開的編委會當中，詳閱
每一篇來稿的審查意見並作討論，在充分的意見交流中，最後決定來稿是否刊登，
或是繼續修訂、送審，待下期編委會再進行討論。也因此在嚴謹的審核之下,每一
篇論文的學術品質都能獲得相當的控管。對於編委們諸多的辛勞，在此深致由衷
的謝忱。由是，正如我們期待本刊能在編審會充分運作和功能發揮之中，使本刊
學術能量能更上層樓，今年順利進入了THCI之核心期刊第三級之行列。
二、感謝本系的吳俊德老師、余欣娟老師非常有耐心的帶領著碩士班的陳怡雅所學會
會長及余詩涵副會長，從事編輯、校對及出刊諸多事宜。現在他們二位也已由學
生升級為老師了。目前接任的二位同學也都戰戰兢兢相當敬業，對於每一篇論文
稿件剋盡全力，校編完善。
三、本期通過審查刊載的論文共有四篇：首篇為銘傳大學應中系陳温菊教授〈詩人．
詩中人．詩篇──從馬斯洛「需求理論」視角讀《詩經．魏風》〉、第二篇是輔

II

仁大學中文系王欣慧教授〈陳子龍復古詩學要旨，兼論七子派說《詩》內涵〉、
第三篇是北巿大中語系楊馥菱教授〈歌仔戲演員「腳色運用」之研究─以楊麗花
電視歌仔戲為例〉、第四篇是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與傳播科技研究所張
循鋰教授及語創系張金蘭教授合著〈洋腔洋調怎麼辦？－初級華語學習者聲調診
斷系統建置與測試〉。內容包含有經學、古典文學、臺灣戲劇及華語文，專業而
多元。
四、《北市大語文學報》為本校中國語文學系暨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專業學術刊
物。本刊宗旨在於提升研究水準、開拓視域。在範疇上，也包括華文文學、臺灣
文學、域外漢學、語文教學，以及跨學科領域相關論文等。我們誠摯邀請前輩時
賢，惠賜鴻文。
五、本期學報得以順利出刊，感謝所有投稿者的支持、審查委員的撥冗審稿，以及編
審委員會全體委員、編輯部同仁和聯華打字行的鼎力協助，在此一併致上誠摯的
謝意。並期待2021年除疫布新！

《北市大語文學報》編輯部 10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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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詩中人．詩篇──從馬斯洛
「需求理論」視角讀《詩經．魏風》
陳 溫 菊
【 摘 要 】
本文以《詩經．魏風》為研究素材，嘗試運用心理學大師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 1908-1970）的「需求理論」，從讀者的觀點解讀詩篇，由是詮釋詩人的創作
動機和情感意念。全文內容，除了前言、結論之外，正文乃就《魏風》的七首詩篇〈葛
屨〉、〈汾沮洳〉、〈園有桃〉、〈陟岵〉、〈十畝之間〉、〈伐檀〉、〈碩鼠〉逐
一論述：首先，梳理古今學者對於詩旨的重要觀點，然後提出筆者個人的看法；其次，
以「詩中人」（指詩篇的主人翁）的情感和意識為主導，從其視角閱讀詩篇的內容，
掌握「詩境」，據此觀察詩人的抒發與表白，理解其感情與「心境」；最後，透過對
詩篇意旨、詩中人形象的體悟，以及對詩人創作思維的「需求」的考察，彰顯本文寫
作的目的，即詩人面貌的考察。雖然《詩經》的作者多不可考，然而詩篇是詩人自身
生命、生活經驗、情感志向的反映與投射，因此，以詩篇為中介來認識詩人，仍是可
行的管道之一。
關鍵詞：魏風、需求理論、詩人、詩中人

2020.09.15 收稿，2020.11.16 通過刊登。

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教授。

2 《北市大語文學報》•第二十三期•2020 年 12 月

一、前言
鑑賞詩歌時，應從讀者、作品、作者三方面並重，讀者的「悟境」，作品的「詩
境」，作者的「心境」，可謂為詩的一體三面。就一首詩而言，有其「詩境」；就創
作一首詩而言，便有作者的「心境」與所表現的「詩境」；就讀者而言，則在作者的
「心境」與作品的「詩境」外，還得具備「悟境」。1但不論古今，鑑賞《詩經》時最
大的難點在於掌握詩人的「心境」。由於《詩經》的作者大多不可考，因此想要透過
對作者的生平、際遇、個性或情操的考察來「知人論世」，實際上是做不到的。然則
《詩大序》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2詩是作者內心的反映
與投影，「詩的內容往往是詩人自身表演的感人紀錄」3，「在本質上是作家個人生活
經驗的一種延伸，因而作品意義是與作家個人的生命或生活是密不可分的。」4我們甚
至可以說，詩是以詩人的情志為主軸的，因此，鑑賞《詩經》時，即便無從得知作者
的確切身份，讀者仍不得不發揮自己的「悟境」，藉著理解作品的「詩境」去探求詩
人的「心境」。本文的探討，筆者便從讀者的角度，以《詩經．魏風》為研究對象，
將詩篇做為讀者與作者兩個主體之間的中介，一方面讀者必須理解詩人情感意念活動
的具體表現－－詩境，另一方面還必須藉此掌握並理解詩人所傳達的訊息－－心境，
透過此種讀者與作者共享的聯想作用，具體體現詩歌所指向的獨特的審美意趣5，如歐
陽修所言：「作者得於心，覽者會其意。」6大抵如此。
再者，由於詩人具體身份的不確定性，故而在理解作品的「詩境」以及感悟詩人
的「心境」時，本文借用了美國哲學家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 1908-1970）
的「需求理論」（need hierarchy theory）來探討詩人的創作動機與需求，嘗試將「傳統」
與「現在」經由不同「視域」之間的相互調合進行傳接。馬斯洛把人類的需要分成五
種層次，從低層次需要到高層次需要，依序是：生理的需要（physiological needs）、
安全的需要（safety needs）、愛和歸屬的需要（Love and belonging needs）、尊重的需
要（esteem needs）、自我實現的需要（need for self-actualization）。7但這五種需求原
1
2
3
4

5
6

7

黃永武：《人格主義心理學》（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76 年），頁 19。
漢．鄭玄箋注：《毛詩鄭箋》（臺北：學海出版社，2001 年 9 月再版），頁 1 上。
黃永武：《人格主義心理學》，頁 13。
蔡英俊：《中國古典詩論中「語言」與「意義」的論題－－「意在言外」的用言方式與「含蓄」的美典》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1 年），頁 33。
同前註，頁 29、頁 35。
宋．歐陽修：《六一詩話》，見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臺北：漢京文化公司，1983 年），上
冊，頁 267。
〔美〕馬斯洛（Maslow, A. H.）著，唐澤編譯：《馬斯洛人本哲學》（長春：吉林出版社，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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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的次序並非完全固定的，前三種是較低層次的需求，通過外部條件可以滿足；後兩
種是較高層次的需求，通過內部因素才能滿足。驅動人類行動的雖是基本需要的滿足，
但能使人獲得更深刻的幸福感和豐富感的，則是高層需求的被滿足。本文以「詩中人」
（詩篇的主人翁）的情感和意識為主導，借其視角解讀詩篇的內容，在梳理古今學者
對於詩旨的重要觀點後，提出筆者個人的看法，以掌握「詩境」，並從而觀察詩人的
抒發與表白，理解其感情與「心境」。
《詩經》十五國風中的魏國，據鄭玄《詩譜》言：「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
〈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8朱
熹《詩集傳》則又補充說：「魏，國名。本舜禹故都，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
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其地陿隘，而民貧俗儉，蓋有聖賢之遺風焉。周初以封同
姓，後為晉獻公所滅而取其地。今河中府解州，即其地也。」9舊說以為魏本周初所封姬
姓之國，地屬〈禹貢〉九州之冀州，原是舜、禹時期的故都，所謂「南枕河曲，北涉汾
水」，大約是位於今山西省的西南部，春秋中期為晉獻公所滅（661B.C.）10，賜與大夫
畢萬。《詩經．魏風》共收其地七首詩篇，蓋為春秋時期的詩歌。筆者首先選擇《魏風》
進行需求理論的探索，主因是由於讀詩印象中，《魏風》詩篇多憂憤之作、怨悱之音，
這可能是人民需求不滿足的心聲回應，故以此為探討起點。以下逐一分析《詩經．魏風》
各詩之詩旨，探求詩境，以及詩中人、詩人的需求。

二、〈葛屨〉詩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為刺。11

8

9
10

11

頁 27-29。
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清．阮元審定、盧宣校：《重刊宋本毛詩注疏附校勘記》（臺北：
藝文印書館，1965 年），清嘉慶二十年（1815 年）南昌府學刊本，頁 206 上。
宋．朱熹集傳，汪中斠注：《詩經集傳（附斠補）》（臺北：蘭臺書局，1979 年），頁 63。
據《左傳．閔公元年〉記載：「晉侯作二軍……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大子城曲沃，賜趙夙耿，
賜畢萬魏。」見東周．左丘明撰，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清．阮元審定、盧宣旬校：《重刊宋本
左傳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年），清嘉慶二十年（1815 年）南昌府學刊本，頁 188
上。
漢．鄭玄箋注：《毛詩鄭箋》，頁 44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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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詩旨諸說
此詩兩章，詩人以第三人稱的視角，描寫一個為貴婦人縫製衣裳的女子遭受了壓
迫，以此詩諷刺貴婦人的表裡不一，內心偏狹。歷代對此詩詩旨之說，主要有美、刺
二說：
1. 刺褊說
《毛詩序》曰：「〈葛屨〉，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
而無德以將之。」12以為此詩是諷刺魏俗機心巧偽趨利、魏君儉嗇褊急之無德。孔穎達
《毛詩正義》云：「作〈葛屨〉詩者，刺褊也。所以刺之者，魏之土地既以狹隘，故
其民機心巧偽以趨於利，其君又儉嗇且褊急，而無德教以將撫之，令魏俗彌趨於利，
故刺之也。」13嚴粲《詩緝》釋首章：「夏當用葛屨，冬當用皮屨，今魏之男子葛屨既
弊，而以繩糾纏之，糾而複糾，謂其可以踐霜，奔走道路，祁寒不休也。未嫁之女，
其手纖纖，謂其可以出而為人縫裳也。……皆急於趨利也。」釋二章云：「上章既言
其民機巧趨利，此章言由君之儉嗇褊急所致。尊貴之人……其威儀服飾之美無可譏者，
獨其中之褊急為可刺耳。」14孔、嚴二人皆贊同《詩序》說，以為此詩是諷刺魏君儉嗇
褊急、魏人民俗趨利之作。
2. 刺嫉妒說
聞一多《風詩類鈔》云：「〈葛屨〉，刺妒也。屨裳皆妾手所制，夫持以授嫡，
嫡然而走避之。」15主張這是詩人諷刺嫡妻忌妒侍妾手巧之作。余冠英《詩經選譯》也
說：「這是刺“褊心＂的詩。詩中“縫裳＂的女子似是婢妾，“好人＂似是嫡妻。妾
請嫡試新裝，嫡扭轉腰身，戴她的象牙搔頭，故意不加理睬。這是心地褊狹的表現，
詩人因此編了一支歌兒來刺刺她。」16同樣也認為這是諷刺詩，詩人諷刺文中的「好人」
（即貴婦人），她心胸褊狹，嫉妒婢妾能巧製新衣。
3. 美勤儉說
郝懿行《詩問》：「〈葛屨〉，美勤儉也。魏地狹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
褊急，然有聖賢之遺風焉。以德輔之，則明主也。孔子云：『與其奢也，寧儉。』故
12

漢．鄭玄箋注：《毛詩鄭箋》，頁 44 下。
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清．阮元審定、盧宣校：《重刊宋本毛詩注疏附校勘記》，頁
206 下。
14
宋．嚴粲：《詩緝》，卷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第 75
冊，頁 137 下-頁 138 上。
15
聞一多：《風詩類鈔乙編》，朱自清編：《聞一多全集》（香港：南通出版社，年 1947），頁 65。
16
余冠英：《詩經選》（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頁 10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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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取焉爾。」17傅恆《詩義折中》：「葛屨，廣儉也。魏本舜禹之故都，其地狹隘，而
民貧俗儉，有聖賢之遺風焉。」18吳懋清《毛詩復古錄》：「魏之世家巨室，皆循男冠
女昏禮，以節儉為尚，令貧者亦易於舉行。恐有以儉為恥者，作是歌以箴之。」19以上
諸家不採諷刺說，大約是根據朱熹的「民貧俗儉，蓋有聖賢之遺風」說，以為此乃贊
美、推廣勤儉美德之詩。

(二)詩中人與詩人的需求
此詩詩篇語意顯示，詩篇主人翁是「摻摻女手，可以縫裳」的縫衣女，她努力縫
製的衣裳，並不是自己可以享用的，而是提供給「好人服之」。這個能「佩其象揥」
的「好人」，顯然是一個貴婦人20，由於其人「維是褊心」，故而詩人寫下這首「是以
為刺」的作品。此詩雖以第三人稱視角書寫，但推敲詩文語意，也可以理解為，詩人
代入縫衣女的身份來書寫此詩，詩人即是縫衣女。
詩篇的主人翁縫衣女，即本文所謂的「詩中人」，從她「糾糾葛屨，可以履霜」
的境遇來說，以草鞋來踩寒霜，秋冬的季節只能穿夏季的鞋子來應對，她的生活品質
是艱難困苦的，借由「好人提提」卻「維是褊心」的對照與暗示，微露她怨忿的心情。
以「需求理論」的觀點來理解，人類原始的需求中，吃得飽、穿得暖、睡得好，是最
原始、最需優先滿足的基本需求21，其滿足端賴外界他人或環境的給予補充，而詩中的
縫衣女過著穿不暖而且持續勞動的生活，因此產生怨怒、忿尤的情緒，故知她在「生
理需求」上有所匱乏，出於匱乏的需求而產生不滿足的情緒。
此外，若視縫衣女即詩人，或者以詩人是第三者的角度來觀察，詩人在末句自言
寫作此詩的目的「是以為刺」，不論詩旨主張刺褊說或刺嫉妒說，都明確地認同詩人
運用了諷刺的文學功能，表達她（或他）對現實環境中不公現象的撻伐、譏刺、嘲諷。
如果詩人就是詩中人，那麼，她充分地表現了一種自主性的人格，能坦率、自然、真
實地表達自己的情感，按著自己的本性行動，不矯揉造作，對不完美的社會現狀、束
縛和限制，感受到什麼，就說出什麼，決不消極順應，表達對現有文化的批判精神，

17

18
19
20

21

清．郝懿行：《詩問》，國風卷下，頁 29。中國哲學電子書：《詩問》（二），59/170，北京大學圖書
館館藏光緒八年（1882）《郝氏遺書》本書影。https://archive.org/details/02073184.cn/page/n2/mode/2up
清．傅恆：《御纂詩義折中》，卷六，《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4 冊，頁 110 上。
清．吳懋清：《毛詩復古錄》（臺北：廣文書局，1982 年），卷三，頁 26。
象揥，是一種象牙製的髮簪，也具有搔髮、篦髮（清除髮垢）的功能，應是貴族婦女的首飾品之一。詳
見拙著：《詩經器物考釋》（臺北：文津出版社，2001 年），頁 179。
車文博：《人本主義心理學》（臺北：臺灣東華書局，2001 年），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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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現出「自我實現者」的人格特徵。22如果詩人不是詩中人，那麼，他似乎用一種強烈
而深刻的認同感來理解、關愛詩中人的境遇，對詩中人表現出憐憫、同情和真切的愛，
這同樣是「自我實現者」在社會感情上表現出來的人格特徵。23馬斯洛說：
說到自我實現需要，就是指促使他的潛在能力得以實現的趨勢。這種趨勢可以
說是，希望自己越來越成為自己所期待的人物，完成與自己能力相稱職的一切
事情。24
可知自我實現需求是個體關注自身生命歷程與存在意義，為「自我」定位，進而採取
行動，以使生命實現豐富與精采的能力。從本詩中縫衣女的諷刺、詩人的發聲，讀者
可以接收到她（或他）對生命和生存的呼號，這是自我實現需求的展現。至於清儒郝
懿行、傅恆、吳懋清等人因「蓋有聖賢之遺風」而提出的美勤儉說，忽略了詩人「是
以為刺」的直言，刻意強調勤儉的功能，過於迂曲，反不可取。

三、〈汾沮洳〉詩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25

(一)詩旨諸說
此詩三章，形式複疊。詩人以第三人稱的視角書寫，詩篇以在汾水邊採集植物起
興，然後讚美「彼其之子」（那個人）之美，超乎公路、公行、公族之官。歷代對此
詩詩旨之說，或美或刺，美刺對象又不相同，紛拏難決，以下列舉幾種代表說法：
1. 刺儉不得禮說
《毛詩序》云：「〈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26孔穎達
《正義》曰：「作〈汾沮洳〉詩者，刺儉也。其君好儉而能勤，躬自采菜，刺其不得
禮也。」27朱熹《詩集傳》說：「此亦刺儉不中禮之詩。言若此人者，美則美矣，然其
22
23
24
25
26
27

車文博：《人本主義心理學》，頁 134、136。
車文博：《人本主義心理學》，頁 135。
〔美〕亞伯拉罕．馬斯洛著，成明編譯：《馬斯洛人本哲學》（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 年），頁 57。
漢．鄭玄箋注：《毛詩鄭箋》，頁 44 下-45 上。
漢．鄭玄箋注：《毛詩鄭箋》，頁 44 下。
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清．阮元審定、盧宣校：《重刊宋本毛詩注疏附校勘記》，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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儉嗇褊急之態，殊不似貴人也。」28以上諸家，以為是諷刺貴人好儉而能勤，親自采菜，
然不中禮。
2. 美勤儉說
郝懿行《詩問》云：「〈汾沮洳〉，美勤儉也。魏之男女，貴而能勤，富而能儉，
水邊躬自采菜，人望見之，不知其貴家女也。」29方玉潤《詩經原始》也說：「汾沮洳，
美儉德也。」「前篇刺褊，此篇美儉，二詩互證，義旨乃明。蓋儉無可議，褊乃足刺。
故既刺其褊，復美能儉也。」30與前說相反，郝氏、方氏反以為乃是贊美貴人能親自采
摘，有勤儉美德之作。
3. 刺野有遺賢說
傅恆《詩義折中》言：「〈汾沮洳〉，刺遺賢也。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
故草野之秀，皆得登庸，所謂立賢無方也。周室東遷，王命不行，政逮大夫而卿皆世
及，并宦其子弟為公官。於是乎世祿之家，專執國政，單寒之子，無由上進矣。以魏
之蕞爾，而備有公路、公行、公族之官，使越在草莽者，雖美如英玉而不得采用。官
人以世，野有遺賢，君子譏之。」31傅氏以為，由於本來公卿只能世祿而不能世官的局
面在此時已被打破，公卿子弟不但世祿，還能世官，而且專職國政，把持政權，導致
單寒子弟即使賢能也無由為官，只能采摘度日，故詩人作詩諷刺。
4. 美隱居賢者說
《韓詩外傳》云：「〈汾沮洳〉，君子有主善之心，而無勝人之色。德足以君天
下，而無驕肆之容。行足以及後世，而不以一言非人之不善。故曰：君子德盛而卑，
虛己以受人，旁行不流，應物而不窮。雖在下位，民願戴之。雖欲無尊，得乎哉？《詩》
曰：『彼己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32魏源《詩古微》曰：「韓《詩》
蓋歎沮澤之閒，有賢者隱居在下，采蔬自給，然其才德實高出乎在位公行、公路之上。
故曰雖在下位而自尊，超乎其有以殊世。蓋春秋時……皆貴游子弟，無材世祿，賢者
不得用，用者不必賢也。毛詩因次〈葛屨〉之下，并謂刺儉，乃以所美為刺，所刺為
美。試思采葛、采藚，豈君公之行？如玉、如英，豈嗇褊之度？既極道其美，又何言

28
29

30
31
32

207 下。
宋．朱熹集傳，汪中斠注：《詩經集傳（附斠補）》，頁 64。
清．郝懿行：《詩問》，國風卷下，頁 30。中國哲學電子書：《詩問》（二），61/170，北京大學圖書
館館藏光緒八年（1882）《郝氏遺書》本書影。 https://archive.org/details/02073184.cn/page/n2/mode/2up
清．方玉潤撰，李先耕點校：《詩經原始》（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出版，2017 年重印），頁 242。
清．傅恆：《御纂詩義折中》，卷六，《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4 冊，頁 111 上。
參見孫立堯注譯：《新譯韓詩外傳》（臺北：三民書局，2012 年），卷二第 17 章，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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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似貴人之氣象乎？」33此就詩文本義蠡測，反對詩序刺說，主張是單純贊美隱居鄉野、
採蔬自給的賢人之作。
5. 刺用非其人說
何楷《詩經世本古義》以為：「〈汾沮洳〉，晉人刺其大夫也。初設公路、公行、
公族之官，而用非其人，故刺之。」「詳玩詩意，深刺君疎遠公室而信任卿族，且所
用者又皆不得其人。故因汾水之間有賢人隱居而不得位者，借以相擬。其起興于采莫、
采桑、采藚者，猶曰人才無地不生耳？」34何氏以魏詩乃為晉詩，認為詩文中的采摘者
是隱居賢人，但野有遺賢，實是諷刺晉君所用非人之詩，而非讚美之作。
6. 美公族大夫說
姚際恆《詩經通論》說：「此詩人贊其公族大夫之詩，托言采物而見其人以起興
也。當時公族之人多習為驕貴，不循禮法，故言此子美不可量，殊異乎公路之輩，猶
言『超出流輩』也。」35以為詩中采摘人是公族之人，詩意是正面讚美其人超越其他公
行、公路等同輩，而不具諷刺之意。
7. 刺貴族修飾說
朱守亮《詩經評釋》云：「此刺某大夫愛修飾之詩。」36裴普賢《詩經評註讀本》
說：「魏風多怨誹之音，本篇也是對大夫的諷刺之詩……魏國地隘民貧，貴族貪鄙……
自己豐食（伐檀）華衣（葛屨），生活闊綽，這樣獨樂其樂，不能與民同樂，難怪貴
族打扮得漂漂亮亮，人民就覺得刺目，而做詩來加以諷刺了。」37認為此詩為魏國人民
心聲的反應，人民因生活困苦而采摘植物為食，而公族大夫卻生活奢靡，修飾炫耀，
故詩人作詩諷刺。
8. 美人民才德說
程俊英《詩經譯注》認為：「這是一首贊美勞動人民才德的詩。春秋時代，勞動
人民地位極低，有的仍舊當農奴。詩人用公路等大官和他相比，這是不尋常的。只有
勞動人民的口頭歌唱，才會有這樣熱愛本階級的詩句。」38陳鐵鑌《詩經解說》：「〈汾
沮洳〉贊揚了勞動人民的品德和才能，認為勞動人民比掌管大車的公路、掌管兵車的

33

34
35
36
37
38

清．魏源：《詩古微》，卷九「魏唐答問」條，頁 22-23。《續經解毛詩類彙編》（三）（臺北：藝文
印書館，1986 年），頁 3252 下- 3253 上。
明．何楷：《詩經世本古義》，卷二十六，《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1 冊，頁 834 下-835 上。
清．姚際恆：《詩經通論》（臺北：廣文書局，1988 年三版），頁 125。
朱守亮：《詩經評釋（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4 年），頁 301。
裴普賢：《詩經評註讀本》（臺北：三民書局，1986 年三版），頁 387-388。
程俊英：《詩經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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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行、掌管國君同姓的公族要強得多。」39陳子展《詩三百解題》謂：「是歌頌在下位
的勞動人民有最好的品質材能，絕不是在上位的公族世卿子弟所能及的一篇詩。」40皆
將此詩視為採集詩篇，如婦女在採集車前草時，集體歌唱著〈芣苢〉一般，〈汾沮洳〉
也是贊美勞動人民的歌曲。

(二)詩中人與詩人的需求
觀本詩文意，詩篇的主人翁應是「彼其之子」（那個人），但他的身分，以及他
和前文的采摘植物者或後文的公路、公行、公族是什麼關係，見解卻相當紛歧。大體
歸納有二說：一說彼其之子即是采摘植物者，相對於後文的公路、公行、公族而言；
一說彼其之子不是采摘植物者。根據上文詩旨的說明可知，前賢多贊同第一種說法，
以采莫、采桑、采藚者就是「彼其之子」，但對於「彼其之子」的身分，至少有魏君、
魏國貴人、民間遺賢（又有單寒之子和公族二說）、一般人民之說。第二種說法，只
有朱守亮、裴普賢等提出「刺貴族修飾說」的學者，主張采摘者是一般人民，而「彼
其之子」是某位公族貴人，將兩者區分開來。
由於「詩無達詁」41，歷來說詩，並無定讞之論，故筆者僅就自己的詮釋觀點進行
解說。本文也贊同「彼其之子」應即是采莫、采桑、采藚者，「彼其」是指示代詞連
用，意指「那個」，順著前一句的「言采其莫」、「言采其桑」、「言采其藚」而來，
應該是指采摘者無疑。從詩中人「彼其之子」的活動地點和舉動來看，他居住在汾水
邊，采蔬自給，這樣的生活型態，是地位卑下者或隱居者可能具有的方式，采蔬的目
的自是為了滿足充飢的「生理需求」。再從詩人接下來的兩句疊唱「美無度」、「美
如英」、「美如玉」觀之，詩人賦予詩中人「彼其之子」高度的贊美，並將他和地位
尊貴的「公路、公行、公族」並舉，又以「殊異乎」一語揭櫫他比貴游子弟更優異的
真相，那麼，表面上「彼其之子」雖然因為生理需求而采蔬度日，或許身分卑微，或
許不遇時而隱，但在詩人眼中，其「美」之處，卻是才德超群卓異之人。
詩人以第三人稱的視角書寫，對詩中人「彼其之子」給予高度的贊美。我們可以
39
40
41

陳鐵鑌：《詩經解說》（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5 年），頁 94。
陳子展：《詩三百解題》（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393。
「詩無達詁」，漢人董仲舒之言。見鍾肇鵬主編：《春秋繁露校釋》（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
年），卷三〈精華第五〉，頁 181。董仲舒此言，筆者是贊同的。筆者以為，詩人創作詩篇的動機，僅
有少數詩篇留存線索，大部分已無從得知，故對於作者創作的本意難以探求，僅能從作品本身來找尋，
或借助前人說法推敲摸索。然而，詩人創作作品時是一件事，當作品完成後，讀者也可將它視為獨立存
在的文本，對它進行詮釋，故歷代解詩紛拏難決，正是因為《詩經》多無作者可以「知人論世」，而從
作品自身所完成的解讀，易形成一家一說、歧義紛生的情況。所以說，「詩無達詁」，它沒有最完美的
解釋，大抵讀者能感動自我、感動他人的詮釋，就是好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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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詩中人為客觀的物象，而詩人則代表主觀的意象。詩人一方面點明「彼其之子」面
臨基本需求的匱乏，不得不采蔬度日，以顯示出詩中人客觀的事實境遇；另一方面，
詩人又塑造了「彼其之子」使人心馳神往的形象，「殊異乎公路、公行、公族」的映
襯手法，突顯詩中人的「美無度」。如此一來，我們透人詩人眼中所見的詩中人，更
為複雜豐富而且飽滿。此詩的詩人和〈葛屨〉詩的詩人一樣，也具有自我實現者的「真
切的社會感情」42，以強烈而深刻的認同感，仿佛將詩中人視為親密的朋友，無私無妬，
以敬畏、驚奇和愉悅的心情，「體驗和鑑賞」詩中人的遭遇與心境，由此獲得自我實
現的鼓舞和滿足。透過詩人之眼，讀者得以側面了解詩中人超然獨立的性格：「能夠
自己拿主義，做決斷，按照自己的意願行事」，「超然於世，不願交往，沉默寡言，平
靜安詳」43；並且對自然條件和文化環境擁有自主性：「不是受低層需要的匱乏動機的
外部滿足所局限，而是由高層需要的存在動機的內在激發」，「能夠自我指引，自我
管理，自我負責」44。由此觀之，詩句雖然只呈現了詩中人的生理需求，但透過詩意、
詩旨的探索，可明瞭，不論是詩人或詩中人，更多地依賴自己的內心世界，超脫種種
現實的困境，朝向更美好、更高遠的道德與價值的目標，活出自由的真我。這種自我
實現者的精神需求，正是馬斯洛晚期所提出的「自我超越需求」45的表現。

四、〈園有桃〉詩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
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我知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
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46

42
43
44
45

46

車文博：《人本主義心理學》，頁 135。
車文博：《人本主義心理學》，頁 134。
車文博：《人本主義心理學》，頁 135。
馬斯洛在研究自我實現者的精神價值、信念和行為後，認為人類最高、最終極的需求就是對存在價值，
包括「真、美、完整、合二為一（對立面得到統一）、生氣勃勃、與眾不同 完善、必要、完成、正義、
秩序、純樸、豐富、輕鬆、詼諧、自我滿足」等的追求，這是他對「自我超越需求」的提出。參見〔美〕
弗蘭克．G．戈布爾撰，呂明、陳紅雯譯：《第三思潮：馬斯洛心理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 年），
頁 99。
漢．鄭玄箋注：《毛詩鄭箋》，頁 45 上-45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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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詩旨諸說
此詩兩章，形式複疊。詩人以第一人稱的視角寫作，前兩句以園中栽種的桃樹、
棗樹有果實可食起興，然後借詩中人「我」的口吻，表達世人所不解的憂傷。歷代對
此詩詩旨之說，主要有以下幾種：
1. 刺時憂國說
《毛詩序》曰：「〈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
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47鄭《箋》云：「魏君薄公稅，省國
用，不取於民，食園桃而已，不施德教，民無以戰，其侵削之由由是也。」48孔《疏》：
「儉嗇不用其民，章首二句是也。大夫憂之，下十句是也。」49朱熹《詩集傳》：「詩
人憂其國小而無政，故作是詩。」50方玉潤《詩經原始》云：「〈園有桃〉，賢者憂
國政日非也。」「竊意魏君非儉，乃嗇耳。舉國不知，以為美德，從而和之……以至
人心日刻，而國勢愈孱，尚不自知其失。故賢者憂之，發為歌詠，亦望當國者有以矯
其失而正之耳。」51糜文開、裴普賢《詩經欣賞與研究》也說：「這是賢者憂心國事
的詩。」52陳鐵鑌《詩經解說》直言：「〈園有桃〉是抒發憂國憂時的作品，包含著
一定的愛國思想。」53以上各家，大抵以為此詩表達賢者憂國刺時之思。
2. 自傷感嘆說
此說大體以傷懷感嘆為主，唯傷懷之因、感嘆緣由各述己說。如元人梁寅《詩演
義》云：「〈園有桃〉，自言其心之憂而人莫知之之辭。」54認為此是感嘆知己難得之
作。明代季本《詩說解頤》則謂：「賢人懷才而不得用，有憂世之志焉。」55以為是憂
傷自己懷才不遇詩。聞一多《風詩類鈔》：「〈園有桃〉，傷家室之無樂也。」「我，
士自我也。食桃棘喻已成家室。」56主張是自傷家室無樂之歌。另外，又有陳子展《詩
三百解題》以為：「當是一個驕傲而且急躁的大夫愛發議論，自以為是，受到了挫折，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漢．鄭玄箋注：《毛詩鄭箋》，頁 45 上。
漢．鄭玄箋注：《毛詩鄭箋》，頁 45 上。
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清．阮元審定、盧宣校：《重刊宋本毛詩注疏附校勘記》，頁
208 下。
宋．朱熹集傳，汪中斠注：《詩經集傳（附斠補）》，頁 64。
清．方玉潤撰，李先耕點校：《詩經原始》，頁 244-245。
麋文開、裴普賢：《詩經欣賞與研究（一）》（臺北：三民書局，1987 年），頁 504。
陳鐵鑌：《詩經解說》，頁 95-96。
元．梁寅：《詩演義》，卷五，《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8 冊，頁 69 上。
明．季本：《詩說解頤》，卷九，《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9 冊，頁 120 下。
聞一多：《風詩類鈔乙編》，《聞一多全集》，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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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憂讒畏譏，心灰意懶，作了這篇詩。」57說法略為不同，雖然也指出是某位大夫的
個人傷懷，然其傷懷緣由在於憂讒畏譏。
3. 憂獻公黜太子說
何楷《詩經世本古義》曰：「〈園有桃〉，晉人憂獻公寵二驪姬之子，將黜太子
申生也。」「《左傳．閔元年》：『晉侯作三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以滅
耿，滅霍，滅魏。還，為太子城曲沃。士蒍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
先為之極又焉得立。』按魏之亡，申生實有力焉。然克敵而反讒言彌興，至分封于外，
故士蒍預策其不得立。是詩之所為心憂者此也。」58何氏以魏風為晉詩，故繫聯於晉史
事件，提出此說。
4. 憂貧畏飢說
程俊英《詩經譯注》說：「這是一首沒落貴族憂貧畏飢的詩。人家稱他為士，可
能是一位知識分子。他沒落了，窮得沒飯吃，只好摘園中的桃、棗充飢。他譏刺時政，
不滿現實。人家批評他驕傲反常，自以為是。他反說人家不了解他。他精神上痛苦異
常，只好用丟棄一切，什麼都不想的辦法來安慰自己。詩反映了當時魏國士的經濟地
位和思想情況。」59提出沒落貴族憂貧譏刺而作詩之說。

(二)詩中人與詩人的需求
此詩採用第一人稱的視角寫作，詩人即詩中人「我」，詩眼就是一個「憂」字。
詩篇開頭以「園有桃（棘）
，其實之殽」起興，接著說：「心之憂矣，我歌且謠」，表
現憂思難排之苦；又云「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詩人
對「彼人」的憂懼和不認同，換來的只是「不知我者」的指責非議，因此他滿腹的委
曲憤懣不可自抑，僅能疊詠「其誰知之」，翹首問天，宣洩感情；最終以「蓋亦勿思」
作結，戛然而止，雖曰「勿思」，實越見憂思之深切。
此詩的詩旨，上文介紹了刺時憂國、自傷感嘆、憂晉獻公黜太子、憂貧畏飢等四
種說法，對詩人的身分、所憂之事見解不同。從詩中「彼人」的存在以及詩人對其不
滿的情緒來看，仍以《詩序》的大夫憂國說最為可取；何楷的憂晉獻公黜太子說只是
一家之言，證據不夠充分；自傷感嘆或憂貧畏飢說則比較傾向於個體一己的傷懷憂慮，
而此詩中，詩人疊加的「心之憂矣」和「其誰知之」的呼告，凸顯了詩人與「彼人」
之間不可調和的衝突，其衝突點以「國事失治」的角度來觀看更為貼切，因此本文以
57
58
59

陳子展：《詩三百解題》，頁 396。
明．何楷：《詩經世本古義》，卷二十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1 冊，頁 769 下。
程俊英：《詩經譯注》，頁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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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詩的詩人、詩中人乃魏國大夫或賢者較為妥切。據此，詩人在此詩中顯現的需要
比較複雜，前兩句的「園有桃（棘）
，其實之殽」是「生理需要」的支配，但它不是詩
人追求的要點；詩人在此詩中流露出渴望的情緒至少有「安全需要」、「歸屬與愛的
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實現需要」等情緒，是基本需求和成長需求的綜合表
現。「歸屬與愛的需要」使人「希望歸屬於某一團體，成為其中的一員；希望有知心
朋友，能和同事保持友好的關係；渴望得到愛，並把愛給予別人。這種需要如得到滿
足，人們就會產生良好的歸屬感，感到集體的溫暖，否則便會引起孤獨感和愛的缺失
感。」60但詩人在詩篇中卻展現了源自於「不知我者」的排擠和不理解，明顯的孤獨感
使他缺乏歸屬感。而與此相連動的需要又有「安全需要」和「尊重需要」。「安全需
要」是指「個體希望獲得穩定、安全、秩序、保障，免受恐嚇、焦慮和混亂的折磨等
的需要。」61；「尊重需要」是指「個人對自己尊嚴和價值的追求……這種需要包括兩
個方面：一是希望得到別人的尊重，如得到關心、承認、賞識、讚許、支持和擁護等，
由此產生認可、威信、地位等情感；二是個人對自己的尊重，由此產生勝任、自信、
自強、自足等情感。」62〈園有桃〉的詩中人的焦慮，主要來自於「彼人」造成魏國國
政混亂、社會不安定的焦慮，並且因為得不到「不知我者」的承認、支持、擁護，使
他對現實產生了「其誰知之」、「蓋亦勿思」的軟弱感和無能感。然而，正是詩人的
這種軟弱感和無能感，他隱而未顯的追求與願望也不言而喻了：他期望為政者能憂己
所憂，用心治國，使政治清明，生活隱定有保障；期望自己被認可，得到賞識，得遇
見用；他被「自我實現」的傾向所驅使，具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強烈意向，
以及高度的使命感和強烈的工作責任心；他的自主性的人格，不受外在或他人所定向，
以大膽、勇敢、自發性的態度，抵制、批判現存的不完美的社會現狀與規範63。這種因
懷才不遇和禍國亂政的「憂患意識」，促使他發言為詩，以映發其心志的作為64，表現
了詩人對「自我實現需要」的追求。

60
61
62
63
64

車文博：《人本主義心理學》，頁 125。
車文博：《人本主義心理學》，頁 124。
車文博：《人本主義心理學》，頁 125。
車文博：《人本主義心理學》，頁 133-136。
尤信雄：〈中國古典詩所表現的憂患意識〉，《鵝湖月刊》第 5 卷第 4 期（1979 年 10 月），頁 2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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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陟岵〉詩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65

(一)詩旨諸說
此詩三章，形式複疊。詩人以第一人稱的視角敘寫，描述行役者自己登高遙望父
母、兄長，因家人的牽掛與期盼，反覆叮嚀自己要小心保重，早日歸來。歷代對此詩
詩旨之說較無爭議，多從《詩序》：
1. 孝子行役思念親人說
《毛詩序》謂：「〈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
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66毛《傳》、鄭《箋》說同。67孔穎達《正義》曰：「首
章望父，二章望母，卒張望兄。《序》言思念之由，經陳思念之事。」68劉瑾《詩傳通
釋》云：「詩人以己之思親，而知親之念己，雖曰設為親念己之言，實以深寓己念親
之心也。章末二語所以自警，亦所以自悲，可以見其忠孝之心矣。」69糜文開、裴普賢
《詩經欣賞與研究》說：「兒子從軍在外，久不得歸，思念家中的父母和哥哥，不得
已只好登高望鄉。因而想像父母兄長念己之切。曲筆表深情，不勝淒苦之至！」70呂珍
玉《詩經鑑賞讀本》也說：「注家看法大致相同，都以為是一首勞於行役的人思念家
人之詩。」71歷來學者大都繼承《序》說，而又加以拓展，由孝子思念父母兄弟，擴而
泛言為征人役夫思親、思家、思鄉之作。
2. 狐偃從重耳出亡說

何楷《詩經世本古義》云：「〈陟岵〉，晉狐偃從公子重耳出亡也。」「狐偃
字子犯，狐突之子，狐毛之弟、公子重耳之舅也，亦稱舅犯。……此詩辭旨倥
偬，當是初奔翟時所作，以狐突仍仕晉國，而狐毛尚未從行，故既瞻望父母，
65
66
67

68

69
70
71

漢．鄭玄箋注：《毛詩鄭箋》，頁 45 下。
漢．鄭玄箋注：《毛詩鄭箋》，頁 45 下。
毛《傳》曰：「役乎大國者，為大國所徵發。」鄭《箋》云：「孝子行役，思其父之戒，乃登彼岵山，
以遙瞻望其父所在之庭。」見《毛詩鄭箋》，頁 45 下。
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清．阮元審定、盧宣校：《重刊宋本毛詩注疏附校勘記》，頁
209 上。
元．劉瑾：《詩傳通釋》，卷五，《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6 冊，頁 422 下。
麋文開、裴普賢：《詩經欣賞與研究》，頁 507-508。
呂珍玉：《詩經鑑賞讀本》（臺北：新學林出版公司，2015 年），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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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又復有瞻望兄之語耳。魏詩即晉詩也，其為狐偃所賦復何疑？」72何氏解魏詩
多附會晉國國事，但所言者，無由為據，故說詩者難以採信。

(二)詩中人與詩人的需求
根據此詩文意，舊說以為行役者思念親人之說並無爭論。詩人以詩中人（即行役
者）的視角進行書寫，開篇先寫登高遠眺，「陟彼岵（屺、岡）兮，瞻望父（母、兄）
兮」，隱含對親人的依戀；但不從正面直寫自己如何思念親人，而從對面設想，寫父
母、兄長如何牽掛自己，反復叮嚀「猶來無止」、「猶來無棄」、「猶來無死」，親
人的祝禱，也是詩中人內心的恐懼，他不願與家人分離，卻被迫外出服役，生死難定。
方玉潤說：「筆以曲而愈達，情以婉而愈深。」73白川靜謂：「可恨行役別離，死生兩
不聞，累代未變，此所以深增戍人之浩歎也。」74確實如此。
從馬斯洛的需求理論來解讀此詩，毫無疑問的，我們首先會看到詩中人對「安全
需要」的迫切感。《詩序》說此詩：「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
《鄭箋》也說：「役乎大國者，為大國所徵發。」75若然如此，此行前途未卜，災難重
重，他自然不願意離開父母、兄長，面對恐懼未知的行役之旅，而是希望能過著穩定
安全，不受死亡威脅的生活，這是詩中人給予讀者最直觀的心態。但當我們跳脫詩中
人的視角，另外從詩人的立場來觀察詩人的潛能或心智時，試問，詩人為何寫下這首
詩？透過詩篇，他想傳達什麼？首先，讀者可以假設，詩人就是行役者，可是，當時
被徵發的行役者蓋有百千萬人，為何就是這個詩中人留下詩篇，成為詩人？其次，如
果詩人不是行役者，他又是基於何種動機和目的寫下此詩？總之，不論詩人是否為詩
中的行役者，我們直指本心，進而追問的是，詩人創作此詩時啟動他創作的「需要理
論」究竟為何？毫無疑問的，「自我實現需要」便是唯一的答案。如馬斯洛所說：
一位作曲家必須作曲，一位畫家必須繪畫，一位詩人必須寫詩，否則他始終都
無法安靜。一個人能夠成為什麼，他就必須成為什麼，他必須忠實於他自己的
本性。76

72
73
74
75
76

明．何楷：《詩經世本古義》，卷二十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1 冊，頁 789 下-790 上。
清．方玉潤撰，李先耕點校：《詩經原始》，頁 246。
〔日〕白川靜著、杜正勝譯：《詩經的世界》（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1 年），頁 192。
漢．鄭玄箋注：《毛詩鄭箋》，頁 45 下。
〔美〕馬斯洛著，許金聲等譯：《動機與人格》（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 年），頁 53。

16 《北市大語文學報》•第二十三期•2020 年 12 月

換言之，寫詩是此詩中人或詩人的本性，寫詩能使他「成為獨特的那個人，成為他所
能夠成為的一切」77，寫詩是他充分開發個人潛能、天賦能力或特性，豐滿其人性的「自
我實現」的唯一管道。他必定要寫詩，實現內在的自我，以使生命實現豐富與精采，
否則難以獲得內心的平靜。

六、〈十畝之間〉詩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78

(一)詩旨諸說
此詩兩章，形式複疊。詩人以第一人稱的視角書寫，前兩句描摹田間桑者悠閒自
在之景，末句點出詩中人（省略了「我」字）欲與「子」（你）同行離開的意思。歷
代對此詩詩旨之說，主要有以下幾種：
1. 刺時說
《毛詩序》曰：「〈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79鄭《箋》：
「古者一夫百畝，今十畝之間，往來者閑閑然，削小之甚。」80孔穎達《正義》：「經
二章皆言十畝，一夫之分不能百畝，是為削小。無所居謂土田陿隘，不足耕墾以居生，
非謂無居宅也。」81王安石《詩義鉤沉》云：「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小事大，大比
小。有相侵者，方伯連帥治而正之。是以諸侯不失其分地，而庶民保其常生。周道衰，
強凌弱，眾蹙寡，天子、方伯連率無以制之，有國者亦多不知所以守其封疆。此詩所
為作也。」82張次仲《待軒詩記》：「賢者思歸農圃，則其時可知，故曰刺時。」83以
上所述，都從「十畝之間」立論，言及古代一夫百畝，今者因魏國弱小而民田削小，
詩人感慨時世變遷，故作詩以刺時。

77
78
79
80
81

82
83

〔美〕馬斯洛著，李文湉譯：《存在心理學探索》（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87 年），頁 176。
漢．鄭玄箋注：《毛詩鄭箋》，頁 45 下。
漢．鄭玄箋注：《毛詩鄭箋》，頁 45 下。
同前註。
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清．阮元審定、盧宣校：《重刊宋本毛詩注疏附校勘記》，頁
209 下。
宋．王安石著、邱漢生輯校：《詩義鉤沉》（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頁 83。
明．張次仲：《待軒詩記》，卷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2 冊，頁 12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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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刺淫說
姚際恆《詩經通論》云：「此類刺淫之詩，概以『桑者』為婦人古稱，采桑皆婦
人，無稱男子者。若為君子思隱，則何為及于婦人耶？……古西北之地多植桑，與今
絕異，故指男女之私者必曰『桑中』也。此描摹桑者閑閑、泄泄之態，而行將與之還
而往，正類此意。」84姚氏對於婦女采桑事，頗有可取之言，但據此驟然臆測，詩有男
女，定是私淫之關係，流於武斷。
3. 歸隱說
此說又有偕友歸隱以及夫婦偕隱之別。蘇轍《詩集傳》曰：「此君子不樂仕於其
朝之詩也。」85朱熹《詩集傳》謂：「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於其朝，而思與其友歸於
農圃，故其詞如此。」86輔廣《詩童子問》言：「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君子仕止之常
法也。使賢者不樂仕於其朝，則其政亂國危可知矣。夫以場圃之採桑者為自得，而思
與其友歸焉，則其不樂仕之意可見矣。」87以上宋人所論，主張此為偕友歸隱詩。清人
方玉潤則提出夫婦偕隱說，《詩經原始》云：「〈十畝之間〉，夫婦偕隱也。」「蓋
隱者必挈眷偕往，不必定招朋類也。賢者既擇地偕隱，則當指桑茂密處，婦女之勤於
蠶事者相為鄰里，然後能妥其室家，以成一代淳風。故語其婦曰：世有此境，吾將與
子長往而不返矣。此隱者微意也。」88從蘇轍的「君子不樂仕於朝」說，衍生出偕友歸
隱之論，方氏則又變友朋而為夫婦，皆棄漢人刺時說，直從詩文本意說解。
4. 采桑之歌說
今之學人有視此詩為採桑曲者，如余冠英《詩經選》說：「這是采桑者勞動將結
束時呼伴同歸的歌唱。」89程俊英《詩經譯注》也認為：「一群采桑女子，在辛勤緊張
的勞動後，輕鬆悠閒，三五成群，結伴同歸途中所唱的歌。」90陳子展《詩三百解題》：
「《十畝之間》，是一篇採桑之歌。這當是婦女結伴採桑，一面勞動一面吟謳的歌曲。」
「詩說桑婦約伴同行，採了一處，又採一處。無疑地這是出自民俗歌謠之言，和《芣
苢》同類，也和後世的《采蓮曲》、《採茶詞》等等同類。」91這是從民歌的角度來閱
讀詩篇。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清．姚際恆：《詩經通論》，頁 127。
宋．蘇轍：《蘇氏詩集傳》，卷五，《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0 冊，頁 371 下。
宋．朱熹集傳，汪中斠注：《詩經集傳（附斠補）》，頁 65。
宋．輔廣：《詩童子問》，卷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4 冊，頁 336 下。
清．方玉潤撰，李先耕點校：《詩經原始》，頁 247。
余冠英：《詩經選》，頁 110。
程俊英：《詩經譯注》，頁 163。
陳子展：《詩三百解題》，頁 402、頁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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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詩中人與詩人的需求
從詩句文意觀之，首章前兩句「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是描寫十畝桑田中，
采桑者悠閒自在的姿態；末句「行與子還兮」，言詩中人和「子」（你）一同歸去。
第二章寫從「十畝之間」轉移到「十畝之外」，然「桑者泄泄兮」，仍和「閑閑」一
樣，安適自得；末句「行與子逝兮」，「逝」，往也，詩中人思歸之心溢於言表。此
詩以第一人稱的視角書寫，詩中人省略自稱，以淡然平靜的口吻，藉著人物在物象中
的活動，透顯超然脫俗的心境，詩中人與詩人的形象，從而渾然一體。由此推測，詩
人可能就是詩中人。
詩旨舊說蓋有刺時、刺淫、歸隱、采桑之歌等說法，見仁見智，揣測紛紛，歧異
頗大。從詩文內容來看，未見諷刺之意，刺時、刺淫說過於迂曲，不免令人質疑，故
本文以為歸隱說或采桑之歌說較為可取。再從詩歌自然淡泊的意境來判斷，歸隱說似
更貼切。至於詩中人與「子」的關係，是友人，是夫婦，兩說皆可通。據此推敲，詩
人（詩中人）在詩中表現出的需求，實則隱微模糊，不夠具體。惟從「隱者」的心態
剖析，朱熹說：「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於其朝」的理由大抵可信。考慮詩人思歸田
園的意向，大體而言，不外是因於「安全需要」、「歸屬和愛的需要」等需求的反映。
詩人面對政治紊亂的狀況，尋求人身安全、社會安定的實現是必然的，所以最終他選
擇退出朝廷，歸隱田園，以求自身的保障，這是「安全需要」的展現；然則，人是群
居的動物，個體對於友伴、家庭的需要，對於愛的渴求，仍須獲得滿足，他無法像《衛
風．考槃》中的詩人那樣「獨寐寤言」，一人孤獨隱居，獨自睡、獨自醒、獨自言，
「歸屬和愛的需要」驅使他尋求人際間的情感寄託，這些情感包括朋友之情、愛戀之
情、夫妻之情、親子之情、親戚之情、團體參與、社會服務、國家認同……等92，故而
他選擇偕伴同行。再者，詩人普遍具有「自我實現者」的人格，因此，他寫下此詩彰
顯自我，「一位詩人必須寫詩」，才能「更真實地成了他自己，更完善地實現了他的
潛能，更接近於他的存在核心，成了更完善的人。」93發揮他的主體性、本質真性，是
詩人存在的意義與價值。

92

93

董皖昱：「從個人性到超越性孟子與馬斯洛思想之比較研究」（新北市：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
碩士論文，2003 年），頁 39。
〔美〕馬斯洛著，李文湉譯：《存在心理學探索》，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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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伐檀〉詩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
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
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
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94

(一)詩旨諸說
此詩三章，形式複疊。詩人以第三人稱的視角書寫，前三句描寫砍伐檀木置放河
邊，以及河水清澈之景，然後以反詰語氣，強烈責難不稼穡、不狩獵者何以不勞而食。
歷代對此詩詩旨，多從《詩序》之說。另有不同見解者，一併列舉數說如下：
1. 刺貪說
《毛詩序》言：「〈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95
《正義》云：「經先言君子不仕，乃責在位之貪鄙，故章卒二句皆言君子不素飧，以
責小人之貪，是終始相結也。此言在位則刺臣，明是君貪而臣效之，雖責臣亦所以刺
君也。」96范處義《詩補傳》說：「詩人本以是詩刺貪，謂在位者皆貪鄙之人，無功而
得祿，而君子乃不得進仕，失其所矣。非謂君子自為伐檀之事也。」97林岊《毛詩講義》
也說：「言君子不素餐，以責小人之貪也。」98今人多從此說。例如高亨《詩經今注》：
「勞動人民在給剝削者砍樹的勞動中唱出這首歌，諷刺剝削者不勞而獲，過著寄生蟲
的生活。」99周錫䪖《詩經選》：「一群農奴正在河邊幹活，他們一面勞動一面唱歌，
對貴族統治者盡情嘲諷，揭露了他們不勞而食的本質。」100程俊英《詩經譯注》：「這
是一首魏國勞動人民諷刺剝削階級不勞而獲的詩。……他們尖銳地揭露剝削制度的不
合理現象：一些人服勞役，一些人不勞而獲。表達了對剝削、寄生的奴隸主的憎恨和
94

漢．鄭玄箋注：《毛詩鄭箋》，頁 46 上。
漢．鄭玄箋注：《毛詩鄭箋》，頁 45 下-46 上。
96
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清．阮元審定、盧宣校：《重刊宋本毛詩注疏附校勘記》，頁
210 上。
97
宋．范處義：《詩補傳》，卷九，《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2 冊，頁 129 上。
98
宋．林岊：《毛詩講義》，卷十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4 冊，頁 245 下。
99
高亨、朱東潤：《詩經今注．詩三百篇探故》（臺北縣：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 年），《四部
刊要》本，頁 146。
100
周錫䪖：《詩經選》（臺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2000 年），頁 125。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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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的精神。」101在刺貪的前提下，又更明確地指出此詩是諷刺在位者剝削人民，不
勞而獲、不勞而食的作品。
2. 美君子說
此說反對《詩序》的刺詩說，而以贊美的角度解讀，又有美君子不素餐，以及美
君子隱居之志二說。朱熹《詩序辨說》云：「此詩專美君子之不素餐。《序》言刺貪，
失其旨矣。」102許謙《詩集傳名物鈔》：「〈伐檀〉，詩人美君子不素食。」「愚竊
以為此詩人之所自道也。蓋首三句比也，言伐檀木將以為輻輪，而車所以行陸者也。
今乃寘之河濱，河水之清將何所用車乎？以比己之勤勞於事，乃屏棄不用也。小人在
位悠悠逸豫，無功無祿而貪得無厭，於是乃問之曰：爾不稼穡不狩獵，而禾獸之多如
此。乃正言之曰：彼君子者，則必有功而後食，不素食其祿也。」103姚際恆《詩經通
論》：「此詩美君子之不素餐。『不稼』四句只是借小人以形君子，亦借君子以罵小
人，乃反襯『不素餐』之意耳。」104以上諸說，皆主張此詩是贊美君子不素餐之意。
而梁寅《詩演義》則謂：「〈伐檀〉，美君子隱居之志也。」「伐檀將以為車而置之
河干乃不為用，以興君子有道而不仕也。『不稼不穡』以下四句託為君子之自言。……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又詩人稱美之辭，言彼君子者，誠能不素餐矣。素餐者，
無功而食祿也。」105雖也有贊美君子不素餐之意，但更強調君子隱居不仕的志向。
3. 父老訓勉子弟說
明人朱謀㙔提出此說。《詩故》云：「〈伐檀〉……父老訓勉子弟之詞也。魏人
勤於治生，謹於供上，父老居常，輒以耕稼狩獵之務，勉其子弟。言將治車，必先伐
檀以豫其材。將效賦稅之供，必先耕稼狩獵是務。誠以君子勞心，食必兼味，若非庶
民徒食而已。此惟正之供所當急也。其忠厚戒謹之風，藹然可訓矣。」106此言從民生
居常事務立說，見解新穎。
4. 傷君子不見用說
方玉潤《詩經原始》云：「〈伐檀〉，傷君子不見用於時，而又恥受無功祿也。」
「此必魏廷貪婪充位彼彼皆是，間有一二賢人君子清操自矢者，眾共排之，俾居閑散
無為之地。彼君子者，又恥無功受祿，將有志而他適，則國事愈不可問。故詩人傷之，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程俊英：《詩經譯注》，頁 164。
明．胡廣奉敕撰：《詩傳大全》附《朱子詩序辨說》，《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8 冊，頁 350 下。
元．許謙：《詩集傳名物鈔》，卷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6 冊，頁 82 上-下。
清．姚際恆《詩經通論》，頁 128。
元．梁寅《詩演義》，卷五，《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8 冊，頁 70 上-下。
明．朱謀㙔：《詩故》，卷四，《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9 冊，頁 569 下-570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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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此以刺時。」107這是從魏國政治局勢和《詩序》說引申而來的論述。

(二)詩中人與詩人的需求
此詩詩句所見人物，有伐檀者、不勞而食者以及君子。不勞而食者是詩篇指責攻
訐的對象並無爭議，但伐檀者和君子的身分則有歧見。或以為伐檀者代指君子，或以
為不是。職是之故，對於「詩中人」的論述便產生二說：其一，若伐檀者代指君子，
那麼，當以伐檀形象的君子和不勞而食者並列為詩篇的「詩中人」，分別代表正面、
負面兩種對立的形象；其二，若伐檀者與篇末所言的君子並無關涉，那麼，詩意的焦
點就會集中到不勞而食者的身上，以其為詩篇的核心人物，成為詩人非難所指涉的「詩
中人」。此詩的筆法是以第三人稱的視角書寫，從全知的觀點進行批判，如果同意第
一種觀點－－伐檀者代指詩中的君子，從詩人感同身受的口吻來斟酌，對於不勞而食
者的詰難凌厲而憤慨，感情色彩顯得濃烈，故以詩人為詩中之君子，亦無不可；如果
認同第二種觀點－－伐檀者只是用來抒寫伐木的場景，與正題無關，和君子也沒有關
係，如此，詩人就是詩人，與詩中人沒有直接的聯繫，相較之下，其責難的聲勢和氛
圍就淡化許多，轉而以嘲諷、揶揄為基調，讀來另有一番感受。
《毛詩序》及古今學者，多贊同〈伐檀〉乃是諷刺在位者貪鄙、不勞而獲之詩，
就本詩文意觀之，其餘如美君子、父老訓勉子弟、傷君子不見用諸說，確實不如刺貪
說令人信服。本文亦從刺貪說的觀點訓解此詩，尋繹詩中人、詩人的各種需求。根據
上文的分析，以下就以不勞而食者、君子、詩人三者為分析的對象。從詩中的形象來
看，詩人責備不勞而食者「不稼不穡」、「不狩不獵」而獲取糧食、獵物，其所貪鄙
處集中在食物上，表面所見，都是「生理需要」的追求；相對的，「不素餐（食、飧）」
的君子也並非不需要飲食的滿足，但除了飲食的「生理需要」之外，君子展現的氣度
與作為（這位君子不是實指某人），贏得了伐檀者或詩人的尊重、讚許、認可，這種
評價和名聲的累積，源自於君子「尊重需要」的追求，馬斯洛說：「自尊需要的滿足，
使人有自信的感情，覺得在這個世界上有價值、有實力、有能力、有用處。」108此即
「個人對自己尊嚴和價值的追求」109。孔子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110，君
子能夠領悟的是道義，小人能夠領悟的是利益，君子與小人價值取向不同，君子於事
107
108
109
110

清．方玉潤撰，李先耕點校：《詩經原始》，頁 248-249。
〔美〕馬斯洛著，許金聲等譯：《動機與人格》，頁 28。
車文博：《人本主義心理學》，頁 125。
出自《論語．里仁》第十六章。參見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大安書局，1999 年），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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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辨其是非，小人於事必計其利害，所以不勞而食者貪鄙無度，君子行事則能「義以
為質」111，以道義為依歸。寫作此詩的詩人，不論他是否為詩中之君子或伐檀者，從
其貶責抨擊不勞而食者的筆法觀之，他的人格特徵明顯「具有強烈的道德感及倫理觀
念」112，貼近馬斯洛所謂的「最優秀的人類」113，可以肯定這是「自我實現需要」的
回饋表現。

八、〈碩鼠〉詩
(一)詩旨諸說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
爰得我所。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
爰得我直。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
誰之永號？114
此詩三章，形式複疊。詩人以第一人稱的視角書寫，詩篇以詩中人「我」連呼「碩
鼠」，並禁其食「我黍」、「我麥」、「我苗」起句，接著點出痛恨牠的緣故，然後
表達希望離開，尋求樂土的強烈願望。歷代對此詩詩旨之說，主要有以下二種：
1. 刺重斂剝削說
《毛詩序》云：「〈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
貪而畏人，若大鼠也。」115鄭《箋》：「大鼠大鼠者，斥其君也。女無復食我黍，疾
其稅斂之多也。」116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魯說曰：履畝稅而〈碩鼠〉作。齊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出自《論語．衛靈公》第十七章。參見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231。
車文博：《人本主義心理學》，頁 135。
馬斯洛說：「我相信我能通過觀察最優秀的人類代表，來找到適合人類的最終價值觀。假如我站在一
邊科學地描述――在最好條件下的最出色的人物的人類價值觀，那麼我發現這些價值包括：如真、善、
美在內的人類古老的價值，也包括一些後來的價值，比如愉快、正義和歡樂。」他肯定人類具有普遍、
共有的美善等道德與價值，且在「最優秀的人類」身上發現，他們追求這些價值和道德的實現。馬斯
洛認定的「最優秀的人類」，即自我實現者。引文參見〔美〕弗蘭克．G．戈布爾作，呂明、陳紅雯
譯，《第三思潮：馬斯洛心理學》，頁 99。
漢．鄭玄箋注：《毛詩鄭箋》，頁 46 上-46 下。
漢．鄭玄箋注：《毛詩鄭箋》，頁 46 上。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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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曰：周之末塗，德惠塞而耆欲眾，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怠於公事，是以有
履畝之稅，〈碩鼠〉之詩是也。」117姚際恆《詩經通論》：「此詩刺重斂苛政，特為
明顯。」118今人從此說者眾。如陳子展《詩經直解》：「《碩鼠》，刺重斂，即刺剝
削無厭之歌。」119馬持盈《詩經今註今譯》：「這是諷刺為政者征斂苛重以致人民離
析之詩。」120糜文開、裴普賢《詩經欣賞與研究》：「統治者的貪婪重斂，使得老百
姓困苦無告，因將統治者比作大鼠而責之。」121余冠英《詩經選》：「這篇詩表現農
民對統治者沉重剝削的怨恨與控訴。詩人罵剝削者為田鼠，指出他們受人民供養，貪
得無厭。」122周錫䪖《詩經選》：「這首詩，以鮮明的藝術形象和強烈的感情，表現
了廣大農民對剝削者的蔑視和厭惡，以及對自由幸福生活嚮往與追求。」123各家說法
大體一致。
2. 刺貪官汙吏說
朱熹《詩序辨說》云：「此亦託於碩鼠以刺其有司之詞，未必直以碩鼠比其君
也。」124豐坊《申培詩說》：「大夫貪戾，魏人怨之而作是詩。」125魏源《詩古微》：
「〈碩鼠〉，蓋刺貪吏之詩。」126郝懿行《詩問》云：「〈碩鼠〉，怨追呼也。民困
徴求，催科之令時下，胥吏貪而不畏人，飽民之食而不知德，比於碩鼠然，惡而欲去
之。詩人述其辭而作。」127此說與《詩序》之說本質無別，只是「刺重斂」說側重於
對政務措施的批判，而「刺貪吏」說則將批評的對象轉為施政的人物，與「碩鼠」對
應，或更貼切。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清．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卷七，頁 10。林慶彰主編：《民國時期經學叢書第三輯》27（臺中：
文听閣圖書有限公司，2009 年），頁 552。
清．姚際恆：《詩經通論》，頁 129。
陳子展：《詩經直解》（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 年），頁 336。
馬持盈：《詩經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3 年修訂二版），頁 171。
麋文開、裴普賢：《詩經欣賞與研究（一）》，頁 517。
余冠英：《詩經選》，頁 113。
周錫䪖：《詩經選》，頁 128。
明．胡廣奉敕撰：《詩傳大全》附《朱子詩序辨說》，《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8 冊，頁 350 下。
明．豐坊：《申培詩說》。中國哲學電子書 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213062。
清．魏源：《詩古微》，卷位九「魏唐答問」條，頁 24。《續經解毛詩類彙編》（三），頁 3253 下。
清．郝懿行：《詩問》，國風卷下，頁 35-36。中國哲學電子書：《詩問》（二），71-73/170，北京
大學圖書館館藏光緒八年（1882）《郝氏遺書》本書影，https://archive.org/details/02073184.cn/page/n2/
mode/2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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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詩中人與詩人的需求
此詩的詩中人「我」，用連呼「碩鼠」開篇起句，以嚴厲的語氣，禁其勿食我黍、
我麥、我苗，發洩心中的怨憎痛恨；接著「三歲貫女，莫我肯顧（德、勞）」二句，
點出痛恨的原因；章末的「逝將去女」四句，表達了詩中人嚮往新生活的強烈渴望。
全詩以第一人稱的視角書寫，詩人即詩中人，使用了呼告、比擬等手法直抒胸臆，以
「碩鼠」比擬痛恨的對象，語言犀利，感情表達酣暢淋漓。
詩篇的意旨以諷刺為主，不論刺重斂剝削說或刺貪官汙吏說，旨趣相同，是詩中
人暨詩人抒發心聲之作。透過詩文，讀者得見其需求。首先，由「我」的陳述判斷，
希望碩鼠「無食我黍（麥、苗）」等糧食，顯見他面臨食物匱乏的困擾，這是人類生
活最基本的需求，是「生理需要」的支配表現。其次，他抱怨多年來沒有得到照顧，
生活困頓，所以想拋棄現況，尋找更好的安身之所，希冀獲得更穩定、美好的生活品
質。綜合這些想望，我們可以理解，詩中人除了追求基本「生理需要」的滿足之外，
還進一步流露他同時受到「安全需要」和「尊重需要」等需求的支配。他提到對碩鼠
的怨責在於「莫我肯顧（德、勞）」，個體若得不到別人的尊重，「如得到關心、承
認、賞識、讚許、支持和擁護等」128，便會產生「尊重需要」的匱乏，從而「引起自
卑感、軟弱感和無能感」129，詩中人對於碩鼠的憎恨，一部分原因也是由於對現實無
力抗衡的無能感所導致；因而，他發出的「適彼樂土（國、郊）」的呼號，目的是希
望取得安全、穩定、有秩序、有保障的生活，這是「安全需要」的追求。詩中人這些
心聲的反映，正是詩人心願的投射，故而詩人必須寫詩，詩歌便是「詩人」意義的自
我的表現，詩人透過詩歌呈顯自我實現者的面貌，「發展潛能、完成天職，是現實、
入世、凡俗的，……仍以實際的、具體的、實用的態度對待人或物。」130創作詩歌，
是詩人滿足「自我實現需求」唯一的道路。

九、結論
根據前文的解析，本文獲致以下研究結果：
一、從詩人的書寫視角來看，〈葛屨〉、〈汾沮洳〉、〈陟岵〉、〈伐檀〉等四首詩
是採用第三人稱的視角書寫，而〈園有桃〉、〈十畝之間〉、〈碩鼠〉三首詩則

128
129
130

車文博：《人本主義心理學》，頁 125。
同前註。
〔美〕亞伯拉罕．馬斯洛著，成明編譯，《馬斯洛人本哲學》，頁 333。

詩人．詩中人．詩篇──從馬斯洛「需求理論」視角讀《詩經．魏風》

25

使用第一人稱的視角書寫（如下表所示）。當讀者在閱讀第三人稱書寫視角的詩
篇時，詩歌意象所見，詩人與詩中人的角色是分割開來的，我們透過欣賞和理解
詩意的語言，便可直觀地掌握詩中人的「需求」，這是顯而易見的「需求」。相
對地，詩人的「需求」便隱而不顯。而閱讀第一人稱書寫視角的詩篇時，詩歌意
象則呈現詩人、詩中人融而為一的情況，如此一來，藉由詩中人的「需求」來推
求詩人的「需求」，是比較容易掌握的。
表一

魏風書寫視角對照表

書寫視角

詩中人→互動對象

葛屨

第三人稱

製衣者→ 「好人」(享用者)

汾沮洳

第三人稱

采摘植物者、彼其之子→公路、公行、公族

園有桃

第一人稱

我→不知我者、彼人

陟岵

第三人稱

行役者→親人(父、母、兄)

十畝之間

第一人稱

（省略「我」）→桑者、子(你)

伐檀

第三人稱

（詩人）→伐檀者、不勞而獲者、君子

碩鼠

第一人稱

我→碩鼠

二、〈葛屨〉、〈汾沮洳〉、〈陟岵〉、〈伐檀〉等四首詩，詩中人與詩人是可分割
而觀的，讀者能清晰地從詩文中判斷出詩中人的「需求」，如〈葛屨〉和〈汾沮
洳〉都表現了「生理需要」，〈陟岵〉顯示有「安全需要」，〈伐檀〉則是「生
理需要」及「尊重需要」，這四首詩的詩中人所展現的「需求」比較單純，且多
數顯露的是「基本需求」，這是比較低層次的需求。相對來說，〈園有桃〉、〈十
畝之間〉、〈碩鼠〉等三首以第一人稱書寫的詩篇，就複雜的多。因為詩中人與
詩人的形象重疊，可以看到他們的需求交迭而不單純，如〈園有桃〉出現「安全
需要、歸屬與愛的需要、尊重需要」，〈十畝之間〉也有「安全需要、歸屬和愛
的需要」，〈碩鼠〉則有「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尊重需要」等，這些都屬於基
本的匱乏性需求。此外，他們同時還流露出自我實現者的人格特徵，顯示對「自
我實現需要」的追求，這卻是屬於「成長需求」。整體觀之，《魏風》詩篇所見，
低層次的「基本需求」與高層次的「成長需要」，交叉出現在詩中人的形象上。
三、整體觀察詩人的創作動機和需求，可留意到其共通點：詩人寫詩，有的是寫實，
有的是諷諭；也許是為詩中人發言，也許是為己身慨歎。詩人之所以寫詩，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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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人生理想、未來期待的追求，可能是對群治日用、社會環境的關注。無論創
作的背景為何，究其根本，都是因為他必須寫詩。透過寫詩，詩人的潛在能力得
以實現，詩人唯有寫詩，才能成為他自己，實現「自我」。詩歌創作的歷程是詩
人「自我實現需要」的必然，也是推動詩人踏上追尋「成長需求」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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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ets, Characters in poems and Poems──
Read the Wei Feng of “The Book of Songs”
from Maslow's perspective
Chen, Wen-Ju
Abstract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Book of Songs．Wei Feng” as the research material,
interpreting the poems from the reader’s point of view using Maslow’s need hierarchy theory,
and then explain the poet’s creative motives and emotional ideas. In addition to the preface
and conclusion,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seven poems one by one: first, sort out the views of
ancient and modern scholars on the subject of poetry, and then put forward the author’s point
of view; second, take the emotion and consciousness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poem as the
leading factor, read the poem from their perspective, master the realm of the poem, and then
observe the poet’s feelings and mood based on this; finally,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theme of
the poem, the image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poem, 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demand" of
the poet's creative thinking, are the purpose of writing this article, which is also the image of
the poet. Although most of the authors of "The Book of Songs" weren't known by the world,
poetry is the reflection and projection of the poet's own life, life experience, and emotional
aspirations. Therefore, it is still one of the feasible channels to know poets through the
poetry.
Keywords: Wei Feng, Need hierarchy theory, Poets, Characters in po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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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子龍復古詩學要旨，
兼論七子派說《詩》內涵
王 欣 慧
【 摘 要 】
清代文人在總結明代詩學演變的論述中，多將陳子龍視為踵繼前、後七子詩歌復
古運動的第三波高峰；同時也將雲間三子（李雯、陳子龍、宋徵輿）所編纂的《皇明
詩選》視為「七子遺調」。眾所周知，七子復古詩學的要旨重在「格調」，即透過對
前人典範作品體格聲調的模習去達成復古之義，因此常被烙下「摹擬」，甚至「剽賊」
的印記，對此，陳子龍作於崇禎八年的〈彷彿樓詩稿序〉也有所批評。吊詭的是，明
亡（崇禎十七年）後，陳子龍自訂文稿時，大幅刪改了原版中指陳李、何、王、李的
文字，轉而抨擊七子的後學者，當今研究指出，陳子龍的刪修動機是出於重新建構明
詩的正宗譜系。本文針對此一議題嘗試進一步就陳子龍相關詩論原典進行系統化的考
察，說明其何以需重新建構明詩正宗譜系，並以其後期詩學主張中鮮明的詩教觀，梳
理七子派論《詩》內涵，冀能釐清陳子龍復古詩學的精神，及其對七子派糾結的情感。
關鍵詞：陳子龍、復古、七子、詩教、實用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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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清代文人在總結明代詩學演變的論述中，多將陳子龍（1608-1647）視為前、後七
子詩歌復古運動的踵繼者，宋琬（1614-1674）〈周釜山詩序〉就說︰
明詩一盛於弘治，而李空同、何大復為之冠；再盛於嘉靖，而李于鱗、王元美
為之冠。余嘗以為前七子，唐之陳、杜、沈、宋也；後七子，唐之高、岑、王、
孟也。萬曆以降，學者紛然披靡，於是鍾、譚二子起而承其弊。跡其本初，亦
云救也，而海內之言詩者遂至以王、李為諱，譬如治河者不咎尾閭之氾濫，乃
欲鏟昆侖而堙星宿，不亦過乎？雲間之學，始於幾社，陳臥子、李舒章有廓清
摧陷之功，於是北地、信陽、濟南、婁東之言復為天下所信從。1
朱彝尊（1629-1709）《靜志居詩話》也說︰
王、李教衰，公安之派浸廣，竟陵之焰頓興，一時好異者，譸張爲幻。關中文
太清倡堅僞離奇之言，致刪改《三百篇》之章句；山陰王季重寄謔浪笑傲之體，
不免綠衣蒼鶻之儀容。如帝釋既遠，修羅藥叉，交起搏戰，日輪就暝，鵩子鶚
母，四野羣飛。臥子張以太陰之弓，射以枉矢，腰鼓百面，破盡蒼蠅、蟋蟀之
聲，其功不可泯也。2
吳喬（1610-1694）也曾就陳子龍於崇禎十三至十六年編纂之《皇明詩選》提出看法︰
諸英俊以陳臥子所選明詩畀余，曰︰「丈丈高論，請於此指其實焉。」喬答之
曰︰「明初之詩尚自平秀，弘治以後化為異物，不可謂之詩矣。……于鱗從之，
再起何、李之死灰，成七才子一路，臥子此選，即七才子之遺調也。」3
三者皆認為在晚明詩壇公安浸廣、竟陵焰興，海內言詩者以王、李為諱的情況下，陳
子龍等雲間諸子有著摧陷廓清、振衰起敝之功，甚至將其所纂輯的《皇明詩選》視為
「七子遺調」。因此，當今學者多將陳子龍或其所屬幾社視為明代詩歌復古的第三次
高峰。4
1

2
3

4

〔清〕宋琬：〈周釜山詩序〉，見氏著《安雅堂文》，收錄於《安雅堂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頁 374。
〔清〕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 年），卷 21，頁 642。
〔清〕吳喬：《圍爐詩話》（《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69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卷 6，頁 678-679。
如廖可斌《復古派與明代文學思潮》（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 年），第十五章〈復古運動第三次高
潮興起的歷史條件及發展過程〉，頁 602-634；謝明陽《雲間詩派的詩學發展與流衍》（臺北︰大安出
版社，2010 年），第五章〈明詩正宗譜系的建構——雲間三子時期的詩學完成〉，頁 143-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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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樣的譜系（前七子、後七子、雲間諸子）建構是否恰當？是否能清楚呈
現陳子龍復古詩學樣貌？龔翔麟（1658-1733）曾說︰
臥子定幾社六子之作，目曰《壬申文選》。東鄉艾南英千子貽書誚之，蓋學前
後七子之詩，而并學其文。千子非之，是也。若詩當公安、竟陵之後，雅音漸
亡，曼聲并作，大樽力返於正，翦其榛蕪棘荊，驅其狐狸貒貉，廓清之功，詎
可藉口七子流派，并攢譏及焉。5
依龔氏所言，陳子龍纂輯《壬申文選》（崇禎五年）時期，或可說是七子一派，但當
他於雅音漸亡之際，力求返正，便不能以七子流派譏之，似乎透露出陳子龍詩學走向
不完全等同於七子。程夢星（1679-1755）〈國朝詩的序〉也說︰
宋、元之詩，雖皆以古為宗，然人自為詩，各不相襲。由後而觀，曰︰此宋詩，
此元詩；在當時之作者，則未嘗有意而納諸一轍。至於明，始有格調、氣勢之
論矣。古必漢魏，律必盛唐，舉宋、齊、梁、陳暨大曆以降之作，悉棄而弗採，
實云隘矣。於是何、李倡於前，王、李沿於後。公安、竟陵矯之，雲間諸子復
小異之，而一代詩局遂終。6
程氏以為，宋元詩人，雖然以古為宗，卻是人自為詩，並未形成流派。直到明代李夢
陽（1472-1529）、何景明（1483-1521）提出一套以格調、氣勢為主的詩歌復古主張，
並成為日後王世貞（1526-1590）、李攀龍（1514-1570）等人共同遵行的方法與標的，
詩壇方有復古一派。但由於復古派主張「古必漢魏，律必盛唐，舉宋、齊、梁、陳暨
大曆以降之作，悉棄而弗採」，詩學宗尚過於狹隘，以致有公安、竟陵二派興起以力
矯其弊，爾後又有雲間諸子「小異之」。因此，若僅僅將陳子龍視為與李、何、王、
李同調，似乎顯得過於粗略。
職是之故，本文以陳子龍復古詩學及其詩學主張中極具特色的「詩教觀」為討論
核心，首先考述陳子龍詩學源流（歷程），尋繹他與七子派「小異之」的所在；其次
梳理七子派論《詩》內涵，以此檢視陳子龍「詩教觀」的承襲與轉化，期能重新理解
陳子龍詩學在清人貼以「七子遺調」標籤下的真實性。

5
6

〔清〕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卷 21，「附錄」，頁 643。
〔清〕程夢星：〈國朝詩的序〉，見〔清〕陶煊撰、張璨輯《國朝詩的》（《四庫禁燬叢刊》集部第
156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年），頁 438。

34 《北市大語文學報》•第二十三期•2020 年 12 月

二、陳子龍詩學源流考述
陳子龍早期詩學主張確實源自七子派，其自撰《年譜》卷上「崇禎元年戊辰」條
載︰
秋，豫章孝廉艾千子有時名，甚矜誕，挾諼詐以恫喝時流，人多畏之。與予晤
於婁江之弇園，妄謂秦、漢文不足學；而曹、劉、李、杜之詩，皆無可取。其
詈北地、濟南諸公尤甚，眾皆唯唯。予年少在末座，攝衣與爭，頗折其角。彝
仲輩稍稍助之，艾子詘矣。然猶作書往返，辯難不休。7
崇禎元年，陳子龍年方二十，即與當時頗有名聲的艾南英（1583-1646）發生衝突。兩
人衝突的原因在於陳子龍主張學習秦、漢古文及魏晉、盛唐人詩，艾南英不僅不認同，
反而對李夢陽（1472-1529）、李攀龍（1514-1570）等復古派先輩大肆辱罵，陳子龍於
是攝衣與爭、直前毆之。8陳子龍之所以如此氣憤，主因二李等人是其摹擬古詩文的榜
樣，〈彷彿樓詩稿序〉（崇禎八年）言︰
蓋予幼時，既好秦、漢間文，於詩則喜建安以前。然私意彼其人既以邈遠，非
可學而至。及得北地、瑯琊諸集讀之，觀其擬議之章渢渢然，何其似古人也！
因念此二三君子者，去我世不遠，竭我才以從事焉，何遽不若彼？而是時方有
父師之嚴，日治經生言，至子夜人定，則取樂府、古詩擬之，疾書數篇。要之，
以多為勝，以形似為工而已，藏之笥中，不敢示人也，而意亦殊自負。9
可知陳子龍早期學習古詩文時，是以肖似古人為目標，而二李「擬議之章渢渢然」，
正是最佳典範。而這股以二李為榜樣擬肖古人的學詩心態，也影響了日後他對復古派
詩學主張的認同。崇禎五年，他在為《幾社壬申文選》所撰寫的〈凡例〉中明確提出︰
文當規摹兩漢，詩必宗趣開元，吾輩所懷，以茲為正。至於齊、梁之贍篇，中、
晚之新搆，偶有間出，無妨斐然。若晚宋之庸沓，近日之俚穢，大雅不道，吾
知免夫。10
可見他對七子派「文當規摹兩漢，詩必宗趣開元」理念的歸附。

7
8

9
10

王志英輯校：《陳子龍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 年），中冊，頁 928。
此事又見〔清〕吳偉業，《復社紀事》（《百部叢書集成初編》第 48 輯，《借月山房彙鈔》第 3 函，
板橋︰藝文印書館，1966 年），頁 3。
王志英輯校：《陳子龍全集》，中冊，頁 787。
同前註，頁 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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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幾社壬申文選》成書的次年，即崇禎六年，陳子龍又將平日與李雯的
唱和之作集結為《陳李倡和集》，11李延昰（1628-1697）《南吳舊話錄》曾提到此合
集的出版動機︰
幾社諸公既梓《壬申文選》，陳、李頗悔之，二人復為《癸酉倡和集》。12
李氏只言及陳子龍對於《壬申文選》的出版頗為後悔，至於後悔的原因則未明言，我
們或可從陳子龍隔年為幾社其餘諸子以社名刊行的《幾社六子詩》所作之序看出端倪︰
今人但取給便，未嘗深求；故自薦紳以至負販，莫不洋洋授辭。余向不解事，
朝歌夕吟，便已自置上座；研精以來，益自愧不如古人遠也。獻吉、仲默、于
鱗、元美，才氣要亦大過人，規摹昔製，不遺餘力；若加椎駁，可議甚多。……
周、徐輩六子，皆與余同學詩者也。其才情雄駿，用功深微，十倍於余。然覽
其詩，可以渺獨立而儷古人者，人不數篇耳，則甚哉其難言之也！13
序中指出今人（六子）作詩之弊「但取給便，未嘗深求」，因此「可以渺獨立而儷古
人者」，實在寥寥無幾。原因就出在於若只是以七子為宗尚，而七子「規摹昔製」雖
然不遺餘力，但若加椎駁，可議處甚多，因為︰
一人有盛名，余讀其詩，謂之曰︰君之詩甚善，然傳之後世，不知君為何代人，
奈何？夫作詩不足以導揚盛美，刺譏當時，託物連類而見其志；則是〈風〉不
必列十五國，而〈雅〉不必分大小也，雖工而余不好也。14
「文當規摹兩漢，詩必宗趣開元」的結果，極有可能導致後世無法辨知作者為何代人，
陳子龍因此提出︰「雖工而余不好也」。進而強調作詩必須「導揚盛美，刺譏當時，
託物連類而見其志」，清楚表現出他的風雅詩學主張，而與幾社諸子走上不同的詩學
路線。
此後，崇禎八年，陳子龍在為李雯（1607-1647）《彷彿樓詩稿》撰寫序文時，更
是明確地對李、何、王、李提出批評︰
夫詩衰於宋，而明興尚沿餘習。北地、信陽，力返風雅；歷下、瑯琊，復長壇
坫。其功不可掩，其宗尚不可非也。特數君子者，摹擬之功多，而天然之資少。
意主博大，差減風逸；氣極沉雄，未能深永。空同壯矣，而每多累句；滄冥精
11
12
13
14

〔明〕陳子龍：〈年譜〉，「崇禎六年癸酉」條，王志英輯校，《陳子龍全集》，中冊，頁 933。
〔清〕李延昰：《南吳舊話錄》（臺北︰廣文書局，1971 年），卷 4，〈才筆〉，頁 249。
〔明〕陳子龍：〈六子詩序〉，王志英輯校，《陳子龍全集》，中冊，頁 786。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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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而好襲陳華；弇州大矣，而時見卑詞。惟大復奕奕，頗能潔秀，而弱篇靡
響，概乎不免。後人自矜其能，欲矯斯弊者，惟宜盛其才情，不必廢此簡格，
發其眑渺，豈得蕩然律呂？15
序中雖然稱許四子對振興詩學（力返風雅）有功，卻也指出四子詩作多摹擬、少自然、
每多累句、好襲陳華、時見卑詞、弱篇靡響等疵弊。至於七子派特別重視的格調，陳
子龍則以為不必廢除，但若與風雅詩教相比，前者顯然有所不足，他在崇禎十年為宋
徵輿（1618-1667）《佩月堂詩稿》作序時説︰
我與若欲以馳藝林之聲，雄晚近之內，則庶幾乎！若以繼〈風〉〈雅〉、應休
明，則其道微矣！取材之雅也，辨體之嚴也，依聲之諧也，連類之廣也，託興
之永也，此皆我力之所能為者。若乃蕩軼而不失其貞，頹怨而不失其厚，寓意
遠而比物近，發詞淺而蓄旨深，其在志氣之間乎！今我與若，偶流逸焉，諧漫
輕俊則入於淫，淫則弱；偶振發焉，壯健剛激則入於武，武則厲。求其和平而
合於大雅，蓋其難哉！16
就「取材之雅」、「辨體之嚴」、「依聲之諧」、「連類之廣」、「託興之永」等格
調、興象而言，陳子龍自認為與宋子二人已足能馳騁藝林、雄霸晚近，但若要達到「求
其和平而合於大雅」的境界，恐怕仍有待努力。
同年，他在為自己觀政於刑部時所作的詩集《白雲草》作序時也說︰
我嘗與李子言之矣。詩者，非僅以適己，將以施諸遠也。《詩》三百篇，雖愁
喜之言不一，而大約必極於治亂盛衰之際。遠則怨，怨則愛；近則頌，頌則規。
怨之與頌，其文異也；愛之與規，其情均也。……今之為詩者，我惑焉。當其
放形山澤之中，意不在遠，適境而止。又曰︰「我恐以言為戮也。一旦歷玉階，
登清廟，則詳緩其步，坐論公卿，彼柔翰徒滑我神，何益殿最為？」如是，則
國家之文，安能燦然與三代比隆，而人主何所採風存褒刺哉？17
詩的功能不僅止於適己，還應當能施諸於遠，《詩經》就是最佳的典範。因為詩三百
篇，雖然愁喜不一，但大多能反映時局的治亂盛衰，也都能寓含美刺精神；而且無論
是怨、是頌，對國家、對君王的忠愛之情都是相同的。然而現今詩人，身處草莽，則
適境而止；位居廟堂，則恐以言為戮，所作詩歌不具政治教化功能，故國家無法與三
15
16
17

王志英輯校：《陳子龍全集》，中冊，頁 787-788。
同前註，頁 790。
同前註，頁 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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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比隆、人主無法採風以觀政。由此可見，自崇禎六年始，陳子龍詩學主張已有所轉
變，不再以擬議古人、師法格調為重心，至崇禎十年，則正式以窮源導流、復返詩教
為宗尚。
崇禎十三至十六年，陳子龍在紹興司理任上又與李雯、宋徵輿聯手纂集《皇明詩
選》，並於序中自述了編纂動機及選詩標準︰
子龍不敏，悼元音之寂寥，仰先民之忠厚，與同郡李子、宋子，網羅百家，衡
量古昔，攘其蕪穢，存其菁英。一篇之收，互為諷詠；一韻之疑，共相推論。
攬其色矣，必準繩以觀其體；符其格矣，必吟誦以求其音；協其調矣，必淵思
以研其旨。大較去淫濫而歸雅正，以合於古者九德六詩之旨。18
出於對元音（雅正之音）的維護，陳子龍以「色采、體格、音調、情旨」作為選詩標
準，而先後次序為「修辭→格調→寄寓」，要求所選的詩歌必須符合「九德六詩」之
旨，於是︰
郊廟之詩肅以雝，朝廷之詩宏以亮；贈答之詩溫以遠，山藪之詩清以邃；刺譏
之詩微以顯，哀悼之詩愴以深。使聞其音而知其德和，省其詞而知其志愨，洋
洋乎有明之盛風，儷於周、漢矣。子龍曰︰我於是而知詩之經也。19
顯而易見，《皇明詩選》所選之詩不僅具備頌（郊廟之詩）、雅（朝廷之詩、贈答之
詩）、風（山藪之詩、刺譏之詩、哀悼之詩）三種類型，而且能夠使人「聞其音而知
其德和，省其詞而知其志愨」，可以說是延續了周、漢詩教精神，儼然「詩之經」。
至於「詩之經」的標準為何？
詩由人心生也，發於哀樂，而止於禮義。故王者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世之盛也，君子忠愛以事上，敦厚以取友；是以溫柔敦厚之音作，而長育之氣
油然於中。文章足以動耳，音節足以竦神。王者乘之，以致其治。其衰也，非
辟之心生，而亢厲微末之聲著。粗者可逆，細者可沒，而兵戎之象見矣，王者
識之，以挽其亂。故盛衰之際，作者不可不慎也。20

18

19
20

〔明〕陳子龍：〈皇明詩選序〉，〔明〕陳子龍、李雯、宋徵輿等編，《皇明詩選》（上海︰華東師範
大學，1991 年），頁 1-2。
同前註。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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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必須緣於哀樂而發，但也必須「發乎情，止乎禮義」，無論盛世、衰世之音，都可
提供王者施政時的參考。以上所述，大抵本於《漢書‧藝文志》說《詩》之言21和〈詩
大序〉之論。22可見，《皇明詩選》之所以可稱為「詩之經」，乃因具有《詩經》政治
教化效用，故序文的最後說︰
聖天子方彙中和之極，金聲而玉振之，移風易俗，返於醇古。是編也，采在遵
人哉。23
「遵人」當指「遒人」，《尚書‧胤征》︰「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24《左
傳‧襄公十四年》︰「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杜預注：「遒人，
行人之官也。……徇於路，求歌謡之言。」25可見在陳子龍心目中，編纂《皇明詩選》
的意義在於「移風易俗，返於醇古」，《皇明詩選》可說是有明一代的《詩經》。
而作於崇禎十七年後的〈彭古晉詩稿序〉26，或可視為陳子龍後期詩學主張的總結︰
今之為聲律者，體製雖殊，本之性情，播之美刺，何遠之有？必將有孝友焉，
必將有忠愛焉，必將有燕婉焉。出言動容，若揖讓周、召之間，而徘徊江、漢
之上。自然鄙倍默銷，龢寧日進。文章之氣，山川出雲。人為吉士，言為德音。
是故人不可以不學《詩》也。若夫擷浮華，採膏澤，以矜其驕心淫態，雖駕曹、
劉而抗顏、謝，我方悲其面牆，何暇與之較工拙哉？
詩之本在性情，詩之用在美刺，即使體製不同，但本、用相同，則父兄之間必孝友、
君臣之間必忠愛、夫妻之間必燕婉，因此「人不可以不學《詩》」，學《詩》才能夠
突破體製的限制。尤其是二〈南〉詩，《論語‧陽貨》云︰「子謂伯魚曰：『女為〈周
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27馬融
（79-166）注︰「〈周南〉、〈召南〉，國風之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

21

22

23
24
25
26

27

〔東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卷 30，〈藝文志〉︰「《書》曰︰『詩言志，
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
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頁 1708。）
《詩經注疏》，卷 1，〈關雎〉︰「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
以思，其民困。」（頁 14。）
〔明〕陳子龍：〈皇明詩選序〉，《皇明詩選》，頁 5。
《尚書注疏》（《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 年），卷 7，〈胤征〉，頁 102。
《左傳》（《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 年），卷 32，「襄公十四年」，頁 563。
王志英輯校：《陳子龍全集》，中冊，頁 802。按︰序中提及「予幼而友彭子燕又（彭賓，幾社六子之
一，生於天啟 5 年），締交以來（幾社成立於崇禎二年），二十年矣。」是知此序作於崇禎十七年後。
《論語注疏》（《十三經注疏》，台北：藝文印書館，2001 年），卷 17，〈陽貨〉，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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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教之端，故人而不為，如向牆而立。」28足見學《詩》可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若只是於辭采、體格上較量工拙、騁其驕矜，即使能與漢魏詩人並駕，也不值得
讚揚。
綜合以上論述，可知陳子龍早期詩學傾心於復古派，追求形似；晚期則是力主周、
漢以來溫柔敦厚、音聲之道與政通的詩教觀，不再將七子派強調的格調視為第一義。

三、七子派論《詩》內涵
承上，陳子龍晚期詩學不以格調體製為先，而以風雅詩教為重，故早於崇禎八年
作〈彷彿樓詩稿序〉時已對李、何、王、李的摹擬之跡有所批評。然而明亡（崇禎十
七年）後，陳子龍自訂文稿時，卻刪削了原序中對於四子詩作的負面評價，轉而批評
後學者寡見，只能「跡其文貌，轉相因襲」，而不能「窮源導流」，以致「保陳守萎，
事同輿臺」：
夫詩衰於宋，而明興尚沿餘習。北地、信陽，力返風雅；歷下、瑯琊，復長壇
坫。其功不可掩，其宗尚不可非也。特數君子者，摹擬之功，能事頗極；自運
之語，皆難超乘。寡見之士，不能窮源導流，跡其文貌，轉相因襲，保陳守萎，
事同輿臺。薦紳比之木瓜，山林託為羔雁，徒具膚形，竟無神理。夫學者流失，
雖聖賢不免，卒未聞拙匠遺累於規矩之制，敗軍歸咎於孫吳之書也。後之作者，
欲矯斯弊，惟宜盛其才情，不必廢此簡格，發其眑渺，豈得蕩然律呂？29
面對這樣的吊詭，謝明陽指出︰
由此一批評態度的轉變來看，可知陳子龍本亦明白李、何、王、李詩風不足之
處，惟在明末的詩學情境與政治形勢之下，陳子龍等人兼負著重振復古詩學進
而以雅音興國的責任，故而不得不重新建構明詩的正宗譜系，賦予李、何、王、

28
29

同前註。
收錄於〔明〕陳子龍，《安雅堂稿》，題為〈李舒章彷彿樓詩稿序〉。見王志英輯校，《陳子龍全集》，
中冊，頁 1066-1068。謝明陽言︰「《安雅堂稿》收錄〈皇明詩選序〉，知其書之編成在崇禎十六年之
後。」見氏著《雲間詩派的詩學發展與流衍》，頁 194。按︰依陳子龍自訂《年譜》所載，崇禎十六年
春，闖賊破承德，左兵南下，金陵大震，陳子龍時任紹興司理，奉命築臺輔城、修製軍火；冬，又從紹
興督軍糧千石至南都金陵；十七年正月，率師討浙東許都之亂；三月，奉撫軍令治兵於蛟關；四月中，
返抵松江省親；五月，得知京師敗陷，旋即赴弘光帝召；六月，乞終養去。可知自崇禎十六年至明亡前
後，陳子龍奔忙於軍事，當無暇整理文集，《安雅堂稿》極有可能編成於弘光元年六月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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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更為崇高的典範形象。30
可見在南明朝政危如累卵的局勢下，陳子龍希望能夠透過傳統詩教以興國，因此只強
調了李、何「力返風雅」以救明初詩壇的宗尚，而將摹擬之弊歸咎於後學的累於規矩
之制，徒具膚形。然而四子挽救詩亡的力返風雅與陳子龍雅音興國的復返詩教，兩者
在本質上應有著不小的差異，因此謝明陽才會以「不得不」來形容陳子龍批評態度的
轉變。
關於七子復古派崛起的背景，朱彝尊（1629-1709）《明詩綜》說︰
成、弘間，詩道旁落，雜而多端。臺閣諸公，白草黃茅，紛蕪靡蔓，其可披沙
而揀金者李文正、楊文襄也。理學諸公，《擊壤》《打油》，筋斗樣子，其可
識曲而聽真者，陳白沙也。北地一呼，豪傑四應，信陽角之，迪公犄之，律以
高廷禮詩品。浚川、華泉、東橋等為之「羽翼」，夢澤、西源等為之「接武」；
「正變」則有少谷、太初，「傍流」則有子畏。霞蔚雲蒸，忽焉丕變，嗚呼盛
哉！31
可見以李、何為首的復古派主要是不滿臺閣詩人的嘽緩冗沓、千篇一律，以及理學詩
人的迂腐庸俗、索然無味，並以明初高棅（1350-1423）《唐詩品彙》做為詩歌學習的
指南。然而詩歌復古，何以唐詩為尚？李夢陽在〈缶音序〉中說到︰
詩至唐，古調亡矣。然自有唐調可歌詠，高者猶足被管絃。宋人主理不主調，
於是唐調亦亡。黃、陳師法杜甫，號大家，今其詞艱澀，不香色流動，如入神
廟坐，土木骸即冠服與人等，謂之人可乎？夫詩比興錯雜、假物以神變者也，
難言不測之妙。感觸突發，流動情思，故其氣柔厚，其聲悠揚，其言切而不迫，
故歌之心暢，而聞之者動也。32
這段文字揭示了李夢陽詩學主張的二個面向︰一是詩主唐調，主因「詩至唐，古調亡
矣」，而唐調高者「猶足被管絃」；二是詩必須「香色流動」，否則就像土木骸即使
穿著人裝，也不能視為人。至於如何才能香色流動，這就涉及詩法問題，即所謂的「比
興錯雜、假物以神變」、「感觸突發，流動情思」，如此才能達到「氣柔厚」、「聲

30
31
32

謝明陽，《雲間詩派的詩學發展與流衍》，頁 195。
〔清〕朱彝尊：《明詩綜》（臺北︰世界書局，1970 年），卷 29，頁 4 上。
〔明〕李夢陽：《空同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62 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 年），
卷 52，頁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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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揚」、「言切而不迫」、「歌之心暢而聞之者動」的「宣志道和」33效果。表面上
雖然是以唐調為主，但其中隱含了李夢陽對「比興」、「溫柔敦厚」的詩教體悟。類
似的言論還可見於〈潛虬山人記〉︰
山人嘗以其詩視李子，李子曰：「夫詩有七難：格古、調逸、氣舒、句渾、音
圓、思沖、情以發之，七者備而後詩昌也。然非色弗神，宋人遺茲矣，故曰無
詩。」山人曰：「僕不佞，然竊嘗聞君子緒言矣。《三百篇》，色商彝周敦乎！
苔漬古潤矣。漢、魏，佩玉冠冕乎！六朝，落花豐草乎！初唐，色如朱甍而繡
闥；盛者，蒼然野眺乎！中，微陽古松乎！晚，幽岩積雪乎！」李子曰：「夫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山人之詩其昌矣。」34
此文記述山人佘育以自作詩就教李夢陽，李夢陽從二個層次說明詩的作法及其本質。
首先，必須「格古、調逸、氣舒、句渾、音圓、思沖、情以發之」。「格」、「調」、
「氣」、「句」、「音」、「思」六者，據侯雅文所述，乃是「詩」的各個構成要素，
指向創作活動中各個不同的部分。「格」指向詩歌的理想的體式；「調」指向作品完
成後總體聲律美感，此一美感既必須符應時代、地域、個人的特質，又必須符合理想
的詩體；「氣」指所欲貫入作品中，本諸情志而表現出來的生命力；「句」、「音」
則針對實際創作時，形式結構與聲律等語言本身而言；「思」指向總體創作構思。35此
六者，在「以情發之」的前提下，若能達到「古」—簡素、「逸」—超越常法、「舒」—
從容不迫、「渾」—和諧自然、「圓」—不偏倚、不滯礙、不僻澀、不粗疏、「沖」—
泯除意念、順應天機，36便可詩昌。（此處的「昌」字，相對於下文的「宋人無詩」，
當指向「興」、「盛」義。）
第一層次是作詩具體可呈的表現法則，雖然「七者備而後詩昌」，但若僅止於此，
還不足以掌握詩的本質（精髓），於是李夢陽提出「非色弗神」，以「色」做為作詩
的第二個層次。此處「色」所關涉的意義同於〈缶音序〉「香色流動」，宋人作詩就
是因為欠缺「色」，故曰無詩。然而相較於「七難」的具體可法，「非色弗神」就顯
得有些抽象，於是序中透過佘育之口，一一點撥出宋以前各代詩色︰《三百篇》，如

33

34
35

36

李夢陽〈與徐氏論文書〉言︰「夫詩，宣志而道和者也。故貴宛不貴嶮，貴質不貴靡，貴情不貴繁，貴
融洽不貴工巧。故曰：聞其樂而知其德。故音也者，愚智之大防，莊詖簡侈浮孚之界分也。」見氏著：
《空同集》，卷 62，頁 564。
〔明〕李夢陽：《空同集》，卷 48，頁 446-447。
相關論證參閱侯雅文：〈論李夢陽以「和」為中心的詩學體系（之一）──以「和」為依據所規制的詩
歌本質與功能〉，《東華人文學報》，第 8 期，2006 年 1 月，頁 104-117。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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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彝周鼎上布滿了苔蘚，色澤古潤；漢魏詩，如佩玉冠冕；六朝詩，如落花豐草；初
唐詩，如朱甍繡闥；盛唐詩，如蒼然野眺；中唐詩，如微陽古松；晚唐詩，如幽岩積
雪，各有其神色。而在諸多詩色當中，李夢陽勸勉佘育當以《三百篇》為宗尚，因為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誰能出不由戶？」換句話說，《三百篇》是後世詩歌的本源，
是學詩者的「門戶」。因為漢代以後諸詩，其色皆顯而可見，白玉玄冠、紅花綠草、
朱甍繡闥、野眺蒼然、古松微陽、幽岩積雪，帶有濃郁、甚至強烈對比的色彩性。反
觀《三百篇》，如「苔漬古潤」，彷彿「青苔」慢慢地浸染彝鼎，使堅厚的「青銅」
器物，得以潤澤。「青苔」與「青銅」，一柔一剛，顏色卻不互相喧相奪，呈現出厚
而柔的中和美，佘育（作詩者）若能以《三百篇》為門戶，其詩自然昌矣。（此處的
「昌」，當釋為美，即《說文》︰「昌，美言」之謂。）
綜上所言，李夢陽復古詩學，在對治宋無詩、性理詩的方法上，分為二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即「格、調、氣、句、音、思」具體且容易把握的表現法則；第二個層次
即「香色流動」抽象而不易掌握的內在神韻，卻主導了詩是否昌美的關鍵。雖然第二
層次所謂的「香色流動」、「非色弗神」較難掌握，但李夢陽仍然提供了學習對象—
《三百篇》，並以「比興錯雜、假物以神變」的方式，教人達到溫柔敦厚的中和之美。
是以「七難」，可謂詩的外在法則；「比興」，則是詩的內在法則，兩者兼備，詩便
可昌（盛、美）。
而這樣的詩學觀點，其實一直貫穿在李夢陽的詩學主張中，他在〈秦君餞送詩序〉
中說︰
夫學者稱餞送率於詩，尚矣，然〈烝民〉首列乎「崧高」，〈韓奕〉亦曰「奕
奕梁山」，此何哉？蓋詩者，感物造端者也。是以古者登高能賦，則命為大夫。
而列國大夫之相遇也，以微言相感則稱詩以諭志。故曰︰言不直遂，比興以彰，
假物諷諭，詩之上也。昔者鄭六卿餞宣子於郊也，宣子請各賦以覘鄭志。故聞
〈野有蔓草〉則曰「吾有望矣」，聞賦〈羔裘〉則曰「起不堪」，聞〈褰裳〉
則曰「敢勤它人」。夫蔓草，細物也；羔裘，微也；褰裳，末事也，曷與於鄭
志？奚感於宣子而有斯哉？亦假物諷諭之道耳。故古之人之欲感人也，舉之以
似，不直說也；托之以物，無遂辭也。然皆造始於詩，故曰詩者，感物造端者
也。37

37

〔明〕李夢陽：《空同集》，卷 52，頁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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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夢陽認為詩之所以能感人，在於它「感物造端」的寫作特性，例如《詩三百》中的
〈烝民〉、〈崧高〉、〈韓奕〉，都屬於餞別之作，詩人卻不直言送別，而以「崧高
維嶽」、「奕奕梁山」做為詩的開端。之後，以這種筆法寫作出來的詩，又被列國大
夫交接鄰國時做為諭志的材料，例如《左傳》記昭公十六年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
請其賦詩以知鄭志，就是微言相感的最佳典範。所以無論是詩人作詩，或是大夫賦詩，
所採取的都是「舉之以似，不直說也；托之以物，無遂辭也」的比興手法。在李夢陽
的眼中，這種具備「微言相感」、「言不直遂，比興以彰，假物諷諭」特徵的詩歌，
才是「詩之上」者。於此，我們再次看到李夢陽詩學主張中對「比興」的重視。
只是誠如李夢陽自己所說的：「夫追古者，未有不先其體者也，然守而未化，故
蹊徑存焉。」38過分拘守於法，難免產生僵化，同陣營的何景明（1483-1521），就曾
對其發難，指出︰「空同子刻意古範，鑄形宿鏌，而獨守尺寸。」39有關李、何「摹擬」
之爭的問題，當今學者已多所討論，本文不再贅述，僅就當中涉及比興、溫柔敦厚、
中和等《詩》學議題進行梳理。
若細讀〈與李空同論詩書〉一文，不難發現何景明對於李詩的不滿主要指向他在
正德六年赴江西任官以後的作品︰
夫意象應曰合，意象乖曰離，是故乾坤之卦，體天地之撰，意象盡矣。空同丙
寅間詩為合，江西以後詩為離。譬之樂，眾響赴會，條理乃貫，一音獨奏，成
章則難。……試取丙寅間作，叩其音，尚中金石，而江西以後之作，辭艱者意
反近，意苦者辭反常，色澹黯而中理披慢，讀之若搖鞞鐸耳。40
何景明指出李夢陽江西以後之作不僅意象乖離，甚至辭艱者意反近、意苦者辭反常，
根本無法達到「象」「意」「言」三者間的和洽；同時，李夢陽詩學主張中最重視的
「色」，如今也是澹黯；詩的結構散慢、不周密，音節猶如搖鞞鐸而不能中金石。簡
單來說，李夢陽江西以後的詩歌，完全背離了原本和諧圓沖、香色流動、言切不迫、
聲音悠揚的主張。何景明緊接著又說︰
空同貶清俊響亮，而明柔澹、沉著、含蓄、典厚之義，此詩家要旨大體也。然
究之作者命意敷辭，兼于諸義，不設自具。若閑緩寂寞以為柔澹，重濁剜切以
為沉著，艱詰晦塞以為含蓄，野俚輳積以為典厚，豈惟繆於諸義，亦併其俊語
38
39

40

〔明〕李夢陽：〈徐迪功集序〉，《空同集》，卷 52，頁 476。
〔明〕何景明：〈與李空同論詩書〉，《大復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67 冊，台北︰商
務印書館，1983 年），卷 32，頁 290。
同前註，頁 290-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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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節，悉失之矣。41
「柔澹、沉著、含蓄、典厚」與「清俊、響亮」應是兩相對立的詩歌風格，而前者正
是李夢陽所謂「溫柔敦厚」、「感物造端」、「比興以彰」的呈現。既然李夢陽主張
詩歌應當含蓄、沉著，自然貶抑俊語、亮節；而《明史》稱何景明詩「秀逸穩稱」，42
也當無法認同李夢陽的訾議。何景明於是指出「柔澹、沉著、含蓄、典厚」是詩家要
旨大體，詩人在作詩之際已兼有諸義，李夢陽卻以緩寂寞為柔澹、重濁剜切為沉著、
艱詰晦塞為含蓄，野俚輳積為典厚，完全悖離了本義，因此要他回歸到詩文原本單純
不可易之法，即「辭斷而意屬，聯類而比物」，43因為當「文靡于隋，韓力振之，然古
文之法亡于韓；詩弱于陶，謝力振之，然古詩之法亦亡于謝」，44言下之意即李夢陽力
主詩法以拯救宋詩之弊，也將導致詩法消亡。
至於何景明所說的詩有不可易之法—「辭斷而意屬，聯類而比物」，似乎較接近
朱熹「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言之辭」、「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的解釋，所以
李夢陽回以︰
故辭斷意屬者，其體也，文之勢也；聯而比之者事也；柔澹者思也；含蓄者意
也；典厚者義也；高古者格；宛亮者調；沉著雄麗、清峻閒雅者，才之類也。
而發於辭，辭之暢者，其氣也；中和者，氣之最也。夫然又華之以色，永之以
味，溢之以香，是以古之文者，一揮而眾善具也。45
在李夢陽看來，何景明提出的詩文不可易之法，只是作品表面上的結構、事例，即修
辭手法，與他所說的格、調、思、意、義、才、辭、氣、香色等概念不同。若只是單
純地做到「辭斷意屬，聯類比物」，那麼「於中情思澀促，語嶮而硬，音生節抝，質
直而粗，淺讓露骨，爰癡爰枯」46是否也可以接受呢？若答案是肯定的，那就不能達到
古之文者「一揮而眾善具」的效果了。李夢陽又說︰
古人之作，其法雖多，大抵前疏者後必密，半闊者必半細，一實者必一虛，疊
景者意必二，此予所謂法—圓規而方矩者也。47

41
42
43
44
45
46
47

同前註，頁 291。
〔清〕張廷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卷 286，頁 7350。
〔明〕何景明：〈與李空同論詩書〉，《大復集》，卷 32，頁 291。
同前註。
〔明〕李夢陽：〈駁何氏論文書〉，《空同集》，卷 62，頁 567。
同前註，頁 566。
〔明〕李夢陽：〈再與何氏書〉，《空同集》，卷 62，頁 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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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難看出，李夢陽所強調的作詩之法，就是一種均衡和諧的中和之道。
歸納而言，李夢陽復古詩論強調學習古人作品以再造明詩盛世，故不論是主唐調，
或是論詩法，都可以看出他企圖將先秦、兩漢的《詩》教觀點轉換到詩歌創作中。他
雖然沒有特別強調溫柔敦厚，但從比興雜錯、感物造端、宣志道和等主張，以及將《詩
三百》做為非色弗神的最高典範、反駁何景明摹擬之譏時以《詩》曰︰「有物有則」48
為據看來，《詩》教始終是他詩論的內隱核心，至於所謂的格古、調逸、氣舒、句渾、
音圓、思沖、柔澹、沉著、含蓄、典厚、疏密、闊細、實虛、景疊意二，則是依此核
心而外顯的法則。
此外，李夢陽偶而也以《詩》教精神探討詩的功用，如〈觀風亭記〉說︰
詩者，風之所由形也。故觀其詩以知其政，觀其政以知其俗，觀其俗以知其性，
觀其性以知其風。49
〈觀風河洛序〉︰
古者陳詩以觀，而後風之美惡見也。……民詩采以察俗，士詩采以察政，二者
殊途而歸同矣。50
大抵延續孔子言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以
及〈詩大序〉、《漢書．藝文志》「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的說法，強調
詩的政教功能。
相對來說，何景明較少論及《詩三百》，唯〈明月篇序〉為人熟知︰
夫詩本性情之發者也，其切而易見者，莫如夫婦之間。是以三百篇首乎〈關雎〉，
六藝首乎風。而漢魏作者，義關君臣、朋友，辭必託諸夫婦，以宣鬱而達情焉。
其旨遠矣！由是觀之，子美之詩，博涉世故，出于夫婦者常少，致兼雅頌，而
風人之義或缺，此其調反在四子之下與？51
此序主要是在批評杜甫七言歌行「調失流轉，雖成一家之言，實則詩之變體」的前提
下，觸及到詩歌本質、詩歌作法的問題。何景明認為，詩本性情而發，且最容易見於
夫婦之間，所以《詩三百》以風詩的〈關雎〉為首。之後漢魏詩人，若寫君臣、朋友，
則辭必託於夫婦以宣鬱達情，這就是所謂的風人之義，其實與李夢陽說的「言不直遂」、
48
49
50
51

同前註，頁 568。。
〔明〕李夢陽：《空同集》，卷 49，頁 456。
同前註，卷 50，頁 473。
〔明〕何景明：《大復集》，卷 14，頁 12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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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物諷諭」十分相近。然而杜甫的歌行體雖能博涉世故，作法卻是陳事切實、布辭
沉著，近於雅頌之體，因此調失流轉，反在初唐四子之下。換言之，何景明論及風、
雅、頌，是就其修辭手法而言，風多託喻言情（比興）、雅頌則多直陳敘事（賦）。
至於後七子領袖之一的王世貞，凡提及《詩三百》，幾乎多是討論「句法」、「字
法」的意見，他於〈古隸風雅〉中說︰
《三百篇》為古今有韻文字之祖，余嘗怪吟諷者，高或至西京，而不能復泝其
上。訓詁者僅組織而屈為時義，而不能悟而究于用。故于《藝苑》一編亦微及
之，以示夫有志者。間一潛詠，覺其篇法、句法、字法，宛然自見，特不落階
級，不露蹊徑，所謂「羚羊挂角，無迹可尋耳。」52
指出文人吟諷古詩，僅上溯至西漢，對於韻文之祖《三百篇》，只是用於科舉制義，
十分可惜。於是從詩歌的角度加以潛詠，竟發現當中有不少篇法、句法、字法可供作
詩者參考，於是在《藝苑卮言》中披露一、二，舉例如下︰
〈風〉〈雅〉三百，〈古詩十九首〉，人謂無句法，非也；極自有法，無階級
可尋耳。
詩不能無疵，雖《三百篇》亦有之，人自不敢摘耳。其句法有太拙者，「載獫
歇驕」（三名皆田犬也。）；有太直者，「昔也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
有太促者，「抑罄控忌」，「既亟只且」；有太累者，「不稼不嗇，胡取禾三
百廛」；有太庸者，「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其用
意有太鄙者，如前「每食四簋」之類也；有太迫者，「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有太粗者，「人而無儀，不死何為」之類也。
《三百篇》經聖刪，然而吾斷不敢以為法而擬之者，所摘前句是也。53
詩旨有極含蓄者、隱惻者、緊切者；法有極婉曲者、清暢者、峻潔者、奇詭者、
玄妙者。騷賦古選樂府歌行，千變萬化，不能出其境界。吾故摘其章語，以見
法之所自。其〈鹿鳴〉、〈甫田〉、〈七月〉、〈文王〉、〈大明〉、〈綿〉、
〈棫樸〉、〈旱麓〉、〈思齊〉、〈皇矣〉、〈靈臺〉、〈下武〉、〈文王〉、
〈生民〉、〈既醉〉、〈鳧鷖〉、〈假樂〉、〈公劉〉、〈卷阿〉、〈烝民〉、
〈韓奕〉、〈江漢〉、〈常武〉、〈清廟〉、〈維天〉、〈烈文》、〈昊天〉、
52

53

〔明〕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明人文集叢刊》，第 22 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 年），卷
165，頁 7551。
〔明〕王世貞：《藝苑卮言》（吳文治，《明詩話全編》，第 4 冊，南京︰鳳凰出版社，1997 年），
卷 1，頁 4202-4203。

陳子龍復古詩學要旨，兼論七子派說《詩》內涵

47

〈我將〉、〈時邁〉、〈執競〉、〈思文〉，無一字不可法，當全讀之，不復
載。54
可見王世貞對《詩三百》的體悟，不同於李夢陽重在比興手法的運用上，而是對具體
篇章逐句、逐字的解讀，並從中摘出章語，指出哪些句子精美，哪些句法太拙、太直、
太促、太累，哪些篇章無一字不可法，重在字法、句法的學習上。
此外，又將古逸詩、箴、銘、謳、謠之類，其語可入《三百篇》者一一抄出，如︰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逸詩）
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謠）
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自高飛，羅當奈何。（歌）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操）
毋曰胡傷，其禍將長。（銘）
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群生，各得其所。（辭）
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繇）
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諺）55
王世貞雖然沒有說出抄錄這些逸詩、箴、銘、謳、謠句子的原因，但以「其語可入《三
百篇》」看來，似乎是有意指出《詩三百》的來源。故緊接著又將漢、魏人詩語，有
極得《三百篇》遺意者，謾記於後：
「非惟雨之，又潤澤之。非惟徧之，我汜布濩之。」
「般般之獸，樂我君囿。」……
此二《雅》、《周頌》和平之流韻也。「犖犖紫芝，可以療饑。」「月出皎兮，
君子之光。君有禮樂，我有衣裳。」「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衣帶日
以緩。」「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此《國風》清婉之微旨也。「靈
之來，神哉沛。先以雨，般裔裔。」「志俶儻，精權奇。籋浮雲，晻上馳。」……
此秦齊變風奇峭之遺烈也。56
道出《詩三百》對漢魏詩歌的影響，不僅表現在語言形式上，也表現在作品風格上。由
此可見，王世貞有意製造出《詩三百》在文學史上承先起後的地位，甚至連西漢焦延壽
《易林》、東漢魏伯陽《參同契》等數術之書，他都認為是來自《詩三百》遺法。57
54
55
56
57

同前註，卷 2，頁 4209。
同前註，卷 2，頁 4209-4210。
同前註，卷 2，頁 4211-4212。
〔明〕王世貞，《藝苑卮言》，卷 2︰「延壽《易林》，伯陽《參同》，雖以數術為書，要之皆四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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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貞不厭其煩地摘錄《詩三百》語句，強調無一字無法、無一句無法，雖然他
表示這麼做是希望作詩者能夠「究于用」，而不是僅「屈為時義」，但事實上王世貞
論詩向來重視法度，他說︰
首尾開闔，繁簡奇正，各極其度，篇法也；抑揚頓措，長短節奏，各極其致，
句法也；點綴關鍵，金石綺綵，各極其造，字法也。篇有百尺之錦，句有千鈞
之弩，字有百鍊之金。文之與詩，固異象同則。孔門一唯，曹溪汗下後，信手
拈來，無非妙境。58
文中明確指出篇法、句法、字法的標準，而且都要「各極」其度、其致、其造，達到
「篇有百尺之錦，句有千鈞之弩，字有百鍊之金」的絢爛效果，明顯與李夢陽所追求
的中和美不同。而王世貞在論及唐代歌行、五七言律詩、絕句時，也著重在篇法、句
法、字法的分析。59故本文以為，王世貞提出三百篇「極自有法」，是為了替自己以法
論詩的主張找到一個本源依據。
王世貞的論《詩》觀點，後學胡應麟多所繼承，《詩藪》中提及︰
《詩》三百五篇，有一字不文者乎？有一字無法者乎？〈離騷〉，〈風〉之衍
也；〈安世〉，〈雅〉之纘也；〈郊祀〉，〈頌〉之闡也︰皆文義蔚然，為萬
世法。60
除了贊同《詩三百》「無一字無法」外，並進一步指出〈離騷〉、〈安世〉、〈郊祀〉
等歌詩，皆源自《詩》，所以皆可為萬世法。又說︰
熟參〈國風〉、〈雅〉、〈頌〉之體，則〈郊祀〉、〈房中〉若建瓴矣。61

58
59

60
61

懿，《三百》遺法耳。」頁 4212。
同前註，卷 1，頁 4201。
如︰「歌行有三難，起調一也，轉節二也，收結三也。惟收為尤難。如作平調，舒徐綿麗者，結須為雅
詞，勿使不足，令有一唱三嘆意。奔騰洶湧，驅突而來者，須一截便住，勿留有餘。中作奇語，峻奪人
魄者，須令上下脈相顧，一起一伏，一頓一挫，有力無跡，方成篇法。此是秘密大藏印可之妙。」「七
言律不難中二聯，難在發端及結句耳。發端，盛唐人無不佳者。結頗有之，然亦無轉入他調及收頓不住
之病。篇法有起有束，有放有斂，有喚有應，大抵一開則一闔，一揚則一抑，一象則一意，無偏用者。
句法有直下者，有倒插者，倒插最難，非老杜不能也。字法有虛有實，有沉有響，虛響易工，沉實難至。
五十六字，如魏明帝凌雲臺材木，銖兩悉配，乃可耳。篇法之妙，有不見句法者；句法之妙，有不見字
法者。此是法極無跡，人能之至，境與天會，未易求也。」「絕句固自難，五言尤甚。離首即尾，離尾
即首，而腰腹亦自不可少，妙在愈小而大，愈促而緩。吾嘗讀《維摩經》得此法：一丈室中，置恆河沙
諸天寶座，丈室不增，諸天不減，又一剎那定作六十小劫。須如是乃得。」見《藝苑卮言》
，卷 1，4199-4200。
〔明〕胡應鱗：《詩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頁 3。
同前註，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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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祀〉用實字，愈實愈典，〈鐃歌〉用虛字，愈虛愈奇，皆妙於用文者也，
而源流實本《三百篇》。蓋〈雅〉、〈頌〉語多典實，虛字助語，則全詩所同，
但〈鐃歌〉下得更奇耳。62
強調漢代詩歌無論體格或用字，皆本源於《詩三百》。
透過以上論述，不難發現明代弘、正及嘉、萬年間兩次文學復古運動對《詩三百》
的態度，基本上是採取了兩種不同方式。李夢陽、何景明是將漢、宋儒解釋《詩三百》
的比興之義化用於詩歌創作中；同時，李夢陽還將溫柔敦厚的詩教觀運用在詩歌藝術
上，強調中和的審美效果；此外，李夢陽也偶而關注〈風〉詩所載具的政教意義。至
於王世貞、胡應麟則是著重《詩三百》篇法、句法、字法的分析，並以《詩三百》為
後代詩歌的總源頭。但無論是李夢陽、何景明，或是王世貞、胡應麟，都是聚焦在作
詩的原則。
至此，回顧陳子龍於崇禎年間所掀起的第三波文學復古運動，以詩的審美性來說，
「去淫濫而歸雅正」的主張，接近李夢陽；以詩法的講求來說，只要求「不必廢此簡
格」，而不強調極至，偏離七子派。故陳子龍一方面肯定「北地、信陽，力返風雅；
歷下、瑯琊，復長壇坫」的「功不可掩，宗尚不可非」，但另一方面又批評「規摹昔
製，雖工不好」、「取材之雅、辨體之嚴、依聲之諧、連類之廣、託興之永」都是「力
所能為」。
此外，在「力返風雅」的取向上，陳子龍也與七子派有所不同。後者多以之探討
作詩法則，即使談比興、主敦厚、尚中和，也是重在審美功能，涉及政教意義者不多。
陳子龍則主張詩應當導揚盛美，刺譏當時，即使託物連類也要能見其志，發揮令王者
「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的功效，如此方能施諸遠而不止於適己，認為李、何等
人論詩／《詩》，只停留在如何作詩的層面上是不足的，應致力於〈風〉〈雅〉中關
懷現實的精神。
陳子龍對於復古內涵的調整，自然與明末的政治局勢有關，尤其是崇禎十年於刑
部觀政期間，親身經歷內閣首輔結黨營私、搆害忠良，己身險遭禍害，63歸家後便著手
編訂《皇明經世文編》、《農政全書》等經世鉅著，64復古詩學的主張也以致用為導向，
以詩為「經」，期許詩再回到漢儒說《詩》的傳統，肩負起雅音興國的責任，故他在
明亡後重新賦予李、何、王、李更為崇高的典範形象，確實有著不得不得使命。

62
63
64

同前註，頁 15。
〔明〕陳子龍：〈年譜〉，「崇禎十年丁丑」條，王志英輯校，《陳子龍全集》，中冊，頁 937-941。
同上註，「崇禎十二年己卯」條，頁 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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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清人在總結明代詩學演變時，多將前七子、後七子、雲間諸子視為明代復古運動
的三階段，且多以陳子龍為前、後七子的踵繼者，然而陳子龍作於崇禎八年的〈彷彿
樓詩稿序〉卻對七子有所批評，直到崇禎十七年後重新修訂此序時，才轉而抨擊七子
的後學者。因此，陳子龍復古詩學取向究竟為何？實有必要重新關注。
在本論文中，首先梳理陳子龍詩學源流，其次針對他後期詩學主張中鮮明的詩教
觀，據此耙梳七子派論《詩》內涵。透過上述研究，獲致以下結論︰
(一)陳子龍對於七子復古派的推崇主要集中在崇禎四年以前；崇禎七年以後不再強調
從體格上規摹昔製；崇禎十年轉而倡言「音聲之道與政通」的詩教觀；至崇禎十
三年更明確提出《皇明詩選》的編纂，不為楷模後之操觚者，而是效法遒人采詩，
以移風易俗，返於醇古。
(二)李夢陽復古詩論強調透過學習古人作品以再造明詩盛世，方法上是將先秦、兩漢
的《詩》教觀點轉換到詩歌創作中。表面上雖然沒有特別強調溫柔敦厚，但從主
張比興雜錯、感物造端、宣志道和，以及將《詩三百》做為非色弗神的最高典範
看來，《詩》教始終是他詩論的內隱核心，而所謂的格古、調逸、氣舒、句渾、
音圓、思沖、柔澹、沉著、含蓄、典厚、疏密、闊細、實虛、景疊意二，則是依
此核心而外顯的法則。
(三)李夢陽偶而也提及以詩觀政、以詩察俗的政教功能，卻不是其復古詩學的主要論
述重心。
(四)何景明論及風、雅、頌，乃是就其修辭手法而言，風多託喻言情（比興）、雅頌
則多直陳敘事（賦）。
(五)王世貞、胡應麟論《詩》著重篇法、句法、字法的分析，以為三百篇無一字、無
一句無法，並以《詩三百》為後世詩歌的總源頭。
(六)七子派復古詩學即使力返風雅，但對於《詩三百》的運用，大抵聚焦於作詩法則，
偏重審美功效；陳子龍則欲以雅音興國，故主張重返詩教，強調作詩必須如同《詩
三百》，極於治亂盛衰之際，播之美刺，以移風易俗，返於醇古。
由此可知，陳子龍的詩學歷程，雖然以典範前後七子之詩起，但當國家傾覆、雅
音漸亡之際，他力求返正，強調詩歌移風易俗的實用教化之功，即便仍高舉著七子旗
幟，卻已走向不完全等同於七子「凡虞〈歌〉、殷〈頌〉、周〈雅〉、楚〈騷〉，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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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窮其擬議，巧其追琢，嘗以一人之力，兼數家之長」65的審美創作路線，故不能以
七子流派譏之。因此，與其說陳子龍是七子遺調，倒不如說是復古實學，或許更能契
合其詩學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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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es of Chen Zilong’s Retro Studies of
The Book of Songs and Investigation on the
Connotations of Seven Scholars’ The Book
of Songs
Wang, Hsin-Hui*
Abstract
When the literati in the Qing Dynasty summarized the evolution of the studies of The
Book of Songs in the Ming Dynasty, they mostly regarded Chen Zilong as the third wave of
the Seven Scholars’ The Book of Songs song retro movement. Besides, Huang Ming Shi
Shua compiled by Yun Jian Three Scholars (Lee Wen, Chen Zilong, Sung Chengyu) is
regarded as “Seven Scholars’ legacy”. It is well known that the Seven Scholars’ retro studies
of The Book of Songs focus on “style”, that is, to achieve the meaning of retro through the
models and tones of the classic works of predecessors. Therefore, such studies are often
branded as “simulation” or even “pirates”. Chen Zilong’s “Introduction to The Book of
Songs at Fangfu Tower” written in 1635 was also criticized the above. Paradoxically, after
the end of the Ming Dynasty (1644), when Chen Zilong wrote the manuscript, he drastically
deleted and changed the original wordings of Chen, Lee, Ho, and Wang, and instead
criticized the post-scholars of Seven Scholars. The existing studies point out that Chen
Zilong's motivation for deletion and revision was to reconstruct the authentic genealogy of
The Book of Songs. This study attempts to further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 the original text
of Chen Zilong’s discussions about The Book of Songs and explain why he needed to
reconstruct the authentic genealogy of The Book of Songs. Moreover, this study uses the
distinct view of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The Book of Songs in his later studies of The
Book of Songs to sort out the connotations of the Seven Scholars theory of The Book of
Songs, in order to clarify Chen Zilong's spirit of retro studies of The Book of Songs and his
entangled feelings for Seven Scholars.
Keywords: Chen Zilong, Retro, Seven Scholars ,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The Book
of Songs, Practical Studies of The Book of Song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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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仔戲演員「腳色運用」之研究
──以楊麗花電視歌仔戲為例
楊 馥 菱
【 摘 要 】
本文旨在討論歌仔戲演員「腳色運用」的發展脈絡以及實質意義，以臺灣社會歷
史脈絡為背景，爬梳歌仔戲演員「妝扮」的變化，並以臺灣歌仔戲坤生楊麗花為例，
分析其腳色運用之表演藝術。全文第一節為「前言」，概述歌仔戲的發展與演變，以
及楊麗花在臺灣歌仔戲史的意義；第二節「歌仔戲演員的『妝扮』」，先對於歌仔戲
「妝扮」的發展做一歷史考究，以瞭解該劇種中「男扮女」、「女扮男」的演變情形；
第三節「楊麗花及其電視歌仔戲」，專就楊麗花生平及其電視歌仔戲表演藝術進行論
述，樹立楊麗花在臺灣歌仔戲史上之學術地位與學術價值；第四節「楊麗花電視歌仔
戲之表演藝術及其腳色運用」，針對楊麗花之表演藝術和腳色運用進行分析，探究她
在戲曲妝扮上的藝術特色；第五節「結語」，總結本文的論述，並說明楊麗花電視歌
仔戲的腳色運用之特色。
關鍵詞：臺灣歌仔戲、演員妝扮、楊麗花、電視歌仔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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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歌仔戲是臺灣土生土長的戲曲，其發源地為宜蘭，在傳入閩南地區之後，則改稱
為「薌劇」。在其形成之初，是由鄉土歌舞而形成地方小戲，由地方小戲吸收其他小
戲、說唱及大戲的滋養而逐漸發展成為地方大戲。
由於歌仔戲具有民間藝術的特質，藝術生命力特別強盛，在發展歷程中雖遭遇幾
次打壓與禁制，卻仍能夠屹立不搖走過百年的歷史。回顧這百年來的發展，歌仔戲的
成長莫不與民間大眾生活息息相關。農業時期的農暇之餘，插科打諢性質的老歌仔戲，
以及附屬在宗教陣頭的歌仔陣、落地掃，就是當時陪伴大家的最佳娛樂。
日治時期雖有日方的禁制與干預，歌仔戲因著強韌的生命力與地域特質，反而越
演越烈，不但由外台演到內台，還由於語言的親切與質樸，逐漸取代了京劇等「外江
戲」的地位，而在臺灣的大城小鄉風靡起來。臺灣光復時期正是歌仔戲的黃金時代，
直至1955年臺語片電影興起之前，當時全臺歌仔戲劇團就有500團以上，其中大部分在
戲院內作商業營業演出，少部分在外台露天演出。1這股歌仔戲熱的龐大勢力，隨著臺
灣社會結構的改變，也發生頹敗的趨勢。50年代中期以後，歌仔戲劇團開始減少，根
據1958年臺灣省教育廳的公布，當時全臺的歌仔戲劇團數量為235團。260年代中葉至70
年代中葉之間，臺灣面臨農、工、商交替，工業化、企業化成為國家政策走向及社會
趨勢，臺灣因此由農業社會結構轉型為工商業社會，為了應付中、輕級工業發展，以
及與日俱增的對外貿易需求，社會結構轉型加劇，經濟活動轉趨多元的商業往來。這
些轉變讓文化、教育、人口結構、消費習性都受到影響，傳統的民俗信仰也避免不了
受到衝擊。3歌仔戲一直與民俗活動密切相關，自然也面臨轉型存活的命運。再加上西
方文化的傳入，娛樂媒體迅速成長，歌仔戲此時也面臨轉型時期，紛紛投入電影、電
視、廣播和其他新興的娛樂媒體。
1960年代歌仔戲走入電視螢幕，成為傳媒節目之一，歌仔戲便從傳統戲曲的藝術
身分，轉為視聽媒體所呈現的社會文化現象。電視歌仔戲除了娛樂與社會功能之外，
另外呈現的是作者、觀眾與電視相關單位所共同認可的價值觀念以及意識形態。41970
年歌仔戲再次進入黃金時期，歌仔戲成為電視媒體新寵，「台視聯合歌劇團」創造了
收視佳績，捧紅了楊麗花、葉青、小明明、柳青等藝人，歌仔戲節目成為家家戶戶必
1
2
3
4

參見曾師永義：《台灣歌仔戲的發展與變遷》（臺北：聯經，1993 年 2 月第二次印刷），頁 67。
參見林勃仲、劉還月：《變遷中的台閩戲曲與文化》（臺北：台原，1990 年），頁 103。
參見林勃仲、劉還月：《變遷中的台閩戲曲與文化》（臺北：台原，1990 年），頁 83。
關於電視歌仔戲所呈現的社會文化現象可參考蔡琰：《電視歷史具價值系統與社會意識分析》（臺北：
文化總會電研會出版，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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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的節目，歌仔戲藉著大眾傳播媒體（電視）更加興盛，而參與電視歌仔戲演出的演
員，也因此成為家喻戶曉的明星。1979年楊麗花領軍「台視歌仔戲劇團」，1982年葉
青在華視成立「神仙歌仔戲劇團」，小明明由華視轉往中視，1984年推出《李十郎》，
可惜未成氣候。而華視午間空檔時段則由離開台視自門戶的李如麟獨佔，華視電視歌
仔戲節目分別由李如麟與葉青，領銜主演午間檔及晚間檔節目。面對台視、華視的收
視攻勢，中視有意振衰起敝，先後邀請過「明華園歌仔劇團」、「河洛歌子戲劇團」，
雖稍微扳回收視率，但終無法形成氣候，直到1991年由另起爐灶的黃香蓮製作擔綱演
出，總算重整電視歌仔戲節目的版圖，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電視歌仔戲市場分別由
所屬的名角組團製作，台視有「楊麗花歌仔戲團」、中視有「黃香蓮歌仔戲團」、華
視有「葉青歌仔戲團」分別製作演出，各自攻佔市場。
其中，楊麗花以坤生身分出現在電視媒體上，由於扮相俊美英挺，巧盼之間盡是
情意，唱腔高亢優美因而大受觀眾喜愛，並迅速成為歌仔戲界的寵兒。走過電視歌仔
戲50多個年頭，楊麗花成為電視歌仔戲演出量最多5、創新歌仔戲節目最積極、作品得
獎也最多的演員。2019年9月24日，74歲的楊麗花甚至在睽違電視16年之後6，在台視八
點檔推出歌仔戲節目《忠孝節義》，擔綱演出營救趙氏孤兒的程嬰。關於重新復出的
理由，楊麗花曾接受《天下雜誌》專訪，提到是因為「（退隱的）十幾年來，電視都
沒有歌仔戲，我怕以後會變形」，「不要讓它不見，我這輩子的使命就是要傳承歌仔
戲」7。楊麗花之於臺灣彷彿就是歌仔戲的代名詞，她在臺灣歌仔戲的發展史上一直是
無人能出其右的明星級歌仔戲坤生。
中國文化從優孟為孫叔敖衣冠，巫覡為《九歌》神靈，便已開啟戲劇妝扮之先。
由於傳統戲曲有「妝扮」此一轉換，演員的性別和所飾演的人物無須性別一致，可以
是男扮女妝，女扮男妝。在歌仔戲的百年發展史上，因著時代社會的變遷與劇種特質
的演變，演員的妝扮也出現不同時代意義與藝術特色。坤生一直是歌仔戲特有的戲曲
妝扮，究竟此一表演現象是何時開始發生？是如何形成？又向來以歌仔戲坤生聞名遐
邇的楊麗花，在坤生的扮飾上有哪些藝術特色與妝扮意義？是學術上頗值得研究與了
解的。

5

6
7

根據楊馥菱統計，楊麗花自 1966 年加入電視歌仔戲演出行列，截至 1998 年已有 115 齣戲。此一演出數
目佔電視開播歌仔戲至 1998 年以來總量電視歌仔戲節目的 29％。楊馥菱：《楊麗花及其歌仔戲藝術之
研究》（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年），頁 74。
距離上一部戲是 2003 年的《君臣情深》。
參見吳雨潔：〈《獨家專訪》讓歌仔戲與時俱進！睽違 16 年國寶楊麗花為何復出？〉，《天下雜誌》
681 期（2019 年 9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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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討論歌仔戲「妝扮」的發展脈絡以及實質意義，以臺灣社會歷史脈絡為背景，
爬梳演員妝扮的變化，並以臺灣歌仔戲坤生楊麗花為例，分析其腳色運用之表演藝術。
全文除了前言與結語，共分為三部分進行討論：第一，先對於歌仔戲中「妝扮」的發
展做一歷史考究，以瞭解該劇種中「男扮女」、「女扮男」的演變情形；第二，專就
楊麗花生平及其電視歌仔戲表演藝術作說明，樹立她在臺灣歌仔戲史上之地位與學術
價值；第三，就楊麗花之表演藝術和腳色運用進行分析，探究她在戲曲妝扮上的藝術
特色。以下分別論述之。

二、歌仔戲演員的「妝扮」
「妝扮」是戲曲的要素之一。傳統戲曲在「演員」和「劇中人」之間，多了「腳
色」這一道關卡，演員必須通過「腳色」的扮飾才能轉換成劇中人物。也就是說，演
員是充任腳色以扮飾人物，腳色是演員和人物之間的符號和媒介。8戲曲腳色門類的劃
分，原本是把社會中的各種人物加以類型化，再配合演員的資質和技藝，經由分析歸
納所得出的，因此，「腳色」本身即具有象徵人物類型的意義。也就是說，腳色既象
徵演員在劇團中的地位和所具備的行當藝術修為，同時也象徵劇中人物的類型和質性。
戲曲演員就在腳色行當的藝術修為下，依循唱做念打手眼身法步的程式，服裝化
妝皆按規範，音樂節奏亦有模式，將戲曲情節展現出來。所以充任任何腳色的演員，
都需具備這些合規中矩的功底。演員的功底越深厚，也越能在腳色行當程式中別有生
發。因為其間自有生發的空間，演員得以有刃有餘，這便說明演員有發揮自我特色的
能力9。舉例而言，老生所扮飾的是中年以上、正直剛毅的男性人物，小生扮演儒雅倜
儻的年輕男子，而淨腳無論扮飾的正、邪人物，都具有粗曠豪邁的性情特質。就腳色
與演員之間的關係而論，腳色代表演員各自「表演藝術」的專精，比如梅蘭芳專攻旦
腳，是京劇界專精旦腳之表演家；就腳色和劇中人的關係而言，不同的腳色象徵著不
同的「人物類型」，比方丑腳多具有嘻謔逗趣的形象。10
8

9

10

曾師永義對於中國古典戲劇中，腳色的演變與意義已有清晰的論證，可參考曾師永義：〈中國古典戲劇
腳色概說〉，《說俗文學》（臺北：聯經，1990 年），頁 233-295。
參見曾師永義：〈論說『京劇流派藝術』之建構〉，《戲曲之雅俗、折子、流派》（臺北：國家，2009
年 2 月），頁 506。
「腳色」與「角色」長期混用，教育部辭典中也將兩者通用。事實上腳色與角色分別有其發展的歷史與
獨特用法，並非完全相同的概念。黃克保在《戲曲表演研究》（中國戲劇出版社，1992 年）中提到，
雖然腳色已經被角色取代，但為了便於閱讀，在書中將涉及行當均稱為「腳色」，論述人物造型時則稱
「角色」，此一區分法是將腳色與行當歸為一類，把角色與人物歸為一類，頗具參考意義。因此本文分
析楊麗花的表演藝術也以此一方法劃分「腳色」與「角色」。也就是說，用「腳色」指所有的生旦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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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優孟為孫叔敖衣冠，巫覡為《九歌》中的神靈以來，便已開啟戲劇妝扮之先
11

輩。 戲劇的妝扮、演員的性別和所飾演的人物，不必求其一致；也就是說男可以扮女
妝，女可以扮男妝。有關於戲曲中「妝扮」的演變和發展，曾師永義於其〈男扮女妝
與女扮男妝〉一文，對中國戲劇中演員性別扮飾的問題和歷史流變，有十分詳盡的考
究，其結語謂：
可知戲劇的搬演，男女互為反串，已經相當的古遠；而男扮女妝似較女扮男妝
為尤早。男扮女妝發端於漢代，成於曹魏，盛於明清；女扮男妝始見於唐代，
盛於元明。有明一代介於胡元與滿清之間，故前半承胡元之習染，後半開滿清
之風氣。男女互為反串，固有其時代背景和社會因素，但就戲劇的搬演來說，
自然還是以「本色」為佳。12
可知戲劇上女扮男妝或男扮女妝之歷史由來已久，而其發生的原因多半與當時的時代
背景和社會因素有著絕大的關係。
劇團中的演員有男有女，可以同台合演。宋雜劇、今院本有男扮女妝的記載。到
了元代，北雜劇的演員主要還是女性，他們擔任各腳色，不僅飾演女性，也可以女扮
男妝。到了明代，早期仍以女性演員為主，但在宣宗宣德三年（1428年）顧佐上奏，
因為朝臣以歌妓佐筵，沉溺酒色，造成綱紀不振，官妓因而禁用，受到此一禁令的影
響，遂衍生出以孌童妝旦演戲的風氣。13清代在同治、光緒以前因禁止女戲，造成男扮
女妝的風氣盛行。民國以後，梅蘭芳、程豔秋、荀慧生、尚小雲所謂四大名旦，皆是
以男扮女，可說是此一風氣的延續。而禁止女戲，直到同治、光緒年間，上海開始有
了女班，名為「毛兒戲班」，全班皆為女性演員，女扮男妝開始出現。14直至現今，戲
曲劇團則男女合班，女扮男妝、男扮女妝皆可見。由此觀照近代臺灣歌仔戲歷史中有
關「妝扮」的發展，同樣可發現受到時代背景和社會因素之影響。

11

12
13

14

丑雜行當所具備的表演體系的腳色；「角色」是指具體個性化的人物，也是類型化的角色。
曾師永義於其〈中國古典戲劇的形成〉一文中，談到中國古典戲劇的淵源時有如是說：「優孟衣冠」可
以說是起俳優妝扮之端，只是其載歌載舞之際，還是就本人口吻來述說的，並非代作孫叔敖之言，也就
是敘述的方法尚非是「代言體」。而《楚辭》〈九歌〉中的巫覡，其不止妝扮靈神具有「優孟衣冠」相
等的意義，其載歌載舞，更具有代言的意味。見《詩歌與戲曲》（臺北：聯經，1988 年），頁 82。
該文原載於《中外文學》5(4)，現收錄於曾師永義：《說戲曲》（臺北：聯經，1976 年），頁 31-47。
參見﹝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補遺》卷三「禁歌妓」條（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 2 月），頁
900-901。
關於男女妝扮的流變可參考曾師永義〈男扮女妝與女扮男妝〉，原載台大《中外文學》5(4)，收入氏著
《說戲曲》（台北：聯經，1976 年），頁 3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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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歌仔戲由醜扮落地掃至老歌仔戲時期，由於尚屬小戲未過渡至大戲的階段，
表演型態為醜扮踏謠，演出內容多為插科打諢，演出時仍是「男扮女妝」，演員多為
當地未婚的年輕男性，15這種「男扮女妝」的演出型態在1920年代開始有了變化。臺灣
歌仔戲由於受到當時已流傳在臺灣的各種大戲的刺激，開始向亂彈、四平、南管、高
甲等大戲學習妝扮、身段、對白，又吸收各種民歌和戲曲音樂以壯大演出內容，再加
上戲班由子弟班而為職業劇團，進入了城市戲館，老歌仔戲遂逐漸趨於成熟而發展成
為大戲。16邱坤良認為發展為大戲的歌仔戲，適逢臺灣1910年代後期至1920年代經濟發
展，便吸收海派京劇的劇場觀念，也開女演員演戲的風氣。17關於女性演員演戲一事，
筆者曾請教廖瓊枝老師（1935年〜），廖老師表示她曾訪問過臺灣第一批學歌仔戲的
女性演員，以苦旦演出為名的呂秀女士，若按其年齡推算當是在1920年以後加入戲
班。18邱坤良和廖瓊枝的說法雖有些許差距，不過可以肯定的是1920年之後女性從此正
式加入歌仔戲的演出，並且開始大受歡迎。在當時，旦腳倘若不由女性演員妝扮，便
會少了觀眾的觀賞和讚嘆，日治時期小說家張文環在其小說《閹雞》中，描繪出當時
女性演員站上舞台受到的歡迎程度：
說到大正13年（1924），那正是「臺灣歌劇」的全盛時代。歌仔戲從亂彈到九
角仔，不管北管也好或者南管也好，都不再說戲的名稱，而一律稱為男女班來
了。受了客家歌劇對一般的戲劇的影響，戲裡的女角，非由女人扮演，便被認
為是不成話說。19
在歌仔戲興盛時期可直道其名為男女班，可見當時女性演員已經和男性演員具有一樣
重要的地位，一樣在戲劇演出中佔有重要戲份和演出機會，並受到大眾歡迎。而張文
環直接將歌仔戲裡女性演員妝扮旦腳的原因，歸諸於受到客家歌劇的影響，或許是見
到當時客家歌劇（客家採茶戲）也有女性演員參與演出而作如此的推論。
清末受到西方文化的刺激，在戲劇方面，帶來西方寫實主義的文化思潮，五四運
動時期，便鼓吹「男扮男，女扮女」的戲劇表演，改變了舞台上只有男演員的表演形
15

16
17
18

19

根據宜蘭縣立文化中心的《台灣戲劇中心研究規畫報告》之調查，在本地歌仔子弟班中沒有女性演員的
參與，各腳色都由男性醜扮，這是因為本地歌仔演來極為淫邪，男女互相挑逗的情戲，若由現時男女來
扮演，在當時男女授受不親的社會是不被容許的。（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88 年），頁 772。
參見曾師永義：《台灣歌仔戲的發展與變遷》（臺北：聯經，1993 年），頁 51-55。
參見邱坤良：《日治時期台灣戲劇之研究（1895-1945）》（臺北：自立，1992 年），頁 206。
筆者曾於 1998 年 7 月訪問廖瓊枝老師。廖老師表示呂秀為台灣第一批學戲的女性演員，訪問當時廖老
師推測呂秀約莫 90 歲，她於 16 歲開始學歌仔戲。
《閹雞》原以日文寫成，後由鍾肇政翻譯成中文。該作品作於 1942 年 6 月 17 日，原載於《台灣文學》
2(3)，1942 年 7 月出版。現收錄於施淑所編《日據時代台灣小說選》（臺北：前衛，1992 年），頁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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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0海派京劇當是吸收此一思想而有了女性演員參與演出。日治時期臺灣歌仔戲與來
自上海、福州的京班一直有著密切的關係，尤其以機關布景取勝的連台戲演出方式及
武戲的表演程式影響歌仔戲最多。此外，隨團來臺的演員也有與臺灣人通婚者，或公
演結束後仍滯留在臺灣，他們便應邀到地方戲班教戲，或到子弟班擔任教席，擴大京
劇在臺灣民間的流行。21歌仔戲在與京劇密切的交流下，從京劇中吸取許多劇場表演的
藝術特質，其一便是將京劇中「女扮女，男扮男」的表演型態帶入歌仔戲中。
海派京劇的表演型態的植入，是影響歌仔戲女性演員加入的其一因素。戲劇表演
的改變往往還會與當時社會文化的環境息息相關，臺灣女性之社會位階的轉移於日治
時期開始產生變動，女性自覺意識逐漸發芽茁壯，並且落實在婦女運動上，女性嘗試
跳出傳統的社會文化秩序，走入社會舞台。22女性開始走入群眾、面對群眾，在謀生不
易的環境中，投入戲劇行列不失為一條出路，而男性在經濟發展的社會環境之下也逐
漸較少從事演員的職業，而改換其他行業發展。
大約在1925年左右，歌仔戲已經成為最受歡迎的劇種之一，根據1928年總督府的
調查報告，在全臺的111團戲班中，歌仔戲班有14團，僅次於布袋戲和亂彈戲。23雖然
日治時期日本政府對於歌仔戲加以撻伐、禁止，但因歌仔戲生命力十分強盛，並未因
此絕滅。1927年1月9日《台灣民報》第139號即刊載〈歌仔戲怎樣要禁〉一文：
就現在一般人所摘出的歌仔戲要禁的原因略說一下。一、演員的人格卑劣，所
以雖是取材自「二度梅」忠孝節義，但是所表演的人員的人格沒有修養，不能
夠發表真的意義，反倒利用好劇齣而實演傷壞風俗的。二、歌調很淫蕩，所用
的樂器很低級，調子也是淫蕩。使一般男女聽之，會挑發邪情，又所唱的歌詞
也是很邪淫的，失去本來演戲的本義，反使青年男女受惡感化。三、表情很猥
褻，在表演出每逢男女談話等表情過於猥褻，所用的科白也多淫詞，由更直接
誘引挑動邪情，所以弊害是更甚的。四、在演員中的男優是多不良分子，常有
引誘挑發女觀客陷入迷途，而女優多行密淫迷惑男觀客的很多。

20

21
22

23

有關於中國近代戲劇受到西方寫實主義的影響，參考周慧玲：〈中西現代劇場中的性別扮演與表演理論
──兼論文化的借用或挪用〉，輔仁大學外語學院主辦「第三屆國際文學與宗教會議：戲劇、歌劇與舞
蹈中的女性特質與宗教意義」，1997 年。
參見邱坤良：《日治時期台灣戲劇之研究（1895-1945）》（臺北：自立，1992 年），頁 167。
參見楊翠：《日據時期台灣婦女解放運動：以台灣民報為分析場域（1920-1932）》（臺北：時報，1993
年），頁 592-596。
參見邱坤良：《日治時期台灣戲劇之研究（1895-1945）》（臺北：自立，1992 年），頁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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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如此類的評論充斥著《台灣民報》、《台灣新民報》，然而輿論的壓力並未造成歌
仔戲停擺，歌仔戲因著活潑自由的特質反而越演越烈。社論中也可看到女性演員加入
演出之後，頗受男性觀眾喜歡，甚至因為演出內容與演出方式過於直接或煽情，而被
衛道人士認為是在迷惑觀眾。女性演員所充任的劇中人物，足以影響觀眾的情緒與反
應，就這一點而言，可判斷女性演員在劇團中已具有一定地位與份量。
到了1945年臺灣光復，歌仔戲進入了黃金時期，1949年前後歌仔戲戲班約有300多
團在全臺各地演出。24進入這樣一個輝煌的表演階段，無論是內台劇場對於舞台華麗精
緻的追求，或劇本翻新引人入勝的需求，都需要做出改良與進步，因而對於演員的需
求也同樣增加。女性演員不僅扮飾旦腳，在外台歌仔戲時期也已經妝扮生腳，筆者曾
經訪問廖瓊枝老師，廖老師回憶她在臺灣光復時加入歌仔戲班，當時文生已由女性演
員妝扮，武生才由男性妝扮，因此推論在歌仔戲未進入內台之前的外台時期，已經有
女性演員扮飾生腳，女性演員在日治時期是先妝扮旦腳，光復後才妝扮生腳。由於女
性演員妝扮生腳外型俊秀清麗，演唱時唱腔和旦腳音域接近，又唱腔較男性演員更為
動聽，因而大受觀眾喜愛，再加上歌仔戲以文戲居多，因此女性演員開始改扮生腳，
而有了「女扮男妝」的演出，並一直持續至今日。

三、楊麗花及其電視歌仔戲
楊麗花的歌仔戲演藝生涯，歷經內台歌仔戲、廣播歌仔戲、電視歌仔戲、現代劇
場歌仔戲，一直以來都是「女扮男」，充任生腳。在未進入楊麗花腳色運用分析之前，
首先對楊麗花之生平及其電視歌仔戲作一介紹，以便再引入其妝扮之議題。楊麗花是
華人地區相當有名氣的歌仔戲小生，其扮相俊美，唱腔渾厚，風靡不少女性觀眾。由
於楊麗花在電視歌仔戲的成就具有一定之地位與貢獻，而電視歌仔戲的演藝生涯也是
她表演藝術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因此本文將以楊麗花之電視歌仔戲時期的表演為
研究對象，為聚焦其表演藝術之特色，其他時期的演藝則不在討論範圍。25
24
25

參見曾師永義：《台灣歌仔戲的發展與變遷》（臺北：聯經，1993 年），頁 66。
楊麗花在歌仔戲藝壇走紅後，還將演藝觸角延伸至台語片電影、國語片電影、閩南語電視連續劇等。根
據筆者的統計，楊麗花演出的台語片電影有：1967《碧玉簪》、《雙珠記》，1968 年《雨》、《中國
劍》、《孟麗君》、《天黑黑要下雨》，1969 年《花魁女》、《金榜題名》、《錢》、《張帝找阿珠》、
《賣油郎獨占花魁女》，1970《珊瑚戀》、《秋風落葉》、《阿西與阿草》、《鬼屋麗人》、《回來平
安港》，1980 年《鄭元和與李亞仙》，1981 年《陳三五娘》；國語片電影有：1968 年《三鳳震武林》，
1969 年《我恨月常圓》、《豔鬼驚魂》，1977 年《望春風》，1978 年《新西廂記》、《狀元郎》、《林
投姐》、《補破網》、《百戰保山河》、《狀元媒》；閩南語電視連續劇有：1970 年《請問芳名》，
1971 年《香君》，1972 年《情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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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楊麗花的家世與早期藝程
楊麗花（1944年〜），臺灣宜蘭縣員山鄉人，本名為林麗花，出生於一個戲曲氣
氛濃厚的家庭，她的外公曾在宜蘭組過北管職業戲班，在當時常做職業性的演出。而
其母親，藝名筱長守，自小受外公熱愛地方戲曲的影響，在經年累月的耳濡目染及當
時經濟情況的考量下，在1930年左右，成為歌仔戲班的演員，走上舞台表演的生活。
1950年左右，楊麗花的母親已是宜蘭「宜春園歌仔戲劇團」的小生，隨著劇團四處演
出，也曾名滿臺灣南北。
對楊麗花而言，家學淵源是促成她走上歌仔戲演藝生涯的重要因素。楊麗花出生
不到一個月，便在母親襁褓中，跟著戲班到全臺各地演出，幼年時期是在台上台下，
幕前幕後度過。四歲時她就被大人牽著上台跑龍套，她自己回憶：「小時候隨著母親
到處公演，每次我母親有戲時，我就跑到台前看戲。看母親演小生的那種光采，我就
暗暗地想，將來長大後，我一定要像娘一樣演小生。」26這種潛移默化的薰陶，大大的
影響了她小小的心靈。
七歲那年，楊麗花在偶然機會下，和母親同台演出《安安趕雞》，楊麗花演來有
板有眼，造成場場爆滿。當時楊麗花只為了好奇而上台客串，沒想到這次經驗卻吸引
著她，令她非常嚮往。由於自幼生活於戲班舞台上，東奔西跑，楊麗花無法在一地安
定地接受完整的正規教育，她過著衝州撞府的生活，一直到入學年齡才回到宜蘭就讀
小學。然而受到現實生活環境的影響，楊麗花無法安心讀書，再加上受到母親的薰陶
和戲班生活的體驗，於是小學尚未畢業，楊麗花便放棄就學，加入戲班。
楊麗花正式加入戲班後，筱長守是慈母兼嚴師，時時督促楊麗花。從練習走台步、
拉腿筋，到跳打翻滾、舞刀弄槍的訓練，和各種唱腔、曲調的學習，都是天還沒亮就
得起來苦練，這些辛苦的灌溉也都成為楊麗花日後豐收的原因。1963年楊麗花離開「宜
春園歌仔戲劇團」自立門戶，加入「賽金寶歌仔戲劇團」，並成為台柱小生。「賽金
寶歌仔戲劇團」當年頗有名氣，楊麗花與其他六名演員合稱「七仙女」，還曾受邀至
菲律賓馬尼拉的華宮戲院演出長達六個月，當時楊麗花登台演出的劇中人物有梁山
伯、薛丁山、陸文龍、唐伯虎等角色。
早在1950年代中期，各地戲院開始盛行播出美國電影、日本電影、香港35釐米國
語彩色片，27美國的西部槍戰片、劍俠片以及日本武士電影大受歡迎，1960年代電視新
26

27

參見楊馥菱：《楊麗花及其歌仔戲藝術之研究》（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年 6 月），
頁 43。
根據呂訴上《台灣電影戲劇史》中提到 1954 年電影進口的官方統計，國語片、粵語片與廈語片達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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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出現，內台歌仔戲票房大受影響，甚至一落千丈。為求生存當時許多歌仔戲藝人
加入賣藥團，四處討生活。賣藥團以賣藥為主要商業目的，藉歌仔戲表演，或「站唸」
或「團演」的演出形式以招徠觀眾，賣藥團在1950年至1970年期間，成為臺灣民間普
遍的以表演聚眾、促銷成藥的巡演團體28，是戲院內台與廟前外台之外的另一類型歌仔
戲表演。而楊麗花回台後，「賽金寶歌仔戲劇團」也因不敵大環境，只好宣布解散，
楊麗花回到宜蘭老家平靜生活。
廣播界在1954、1955年之間開始對歌仔戲產生興趣，當時先後播出歌仔戲的電台
有民本、中廣、警察、中華、正聲等，1960年廣播歌仔戲便已相當興盛。1963年「天
馬歌劇團」與臺北正聲廣播公司簽約，歌仔戲藉由廣播頻道播出，楊麗花於1965年加
入「正聲天馬歌劇團」，與旦腳小麗雲搭檔演出，其中由陳青海編劇的《薛丁山》播
出後大受歡迎，楊麗花藉此聲名大噪29。因為名氣響亮，楊麗花還曾因此於萬企公司的
「今日世界」劇院演出內台歌仔戲30，登上舞台讓觀眾一飽眼福。不過，這種公演是商
業促銷的操作手法，觀眾在意的並不是演出的優劣，而是那些在空中頻道勾起聽眾內
心的悲喜與歡憂的演員，如今得以親炙演員粉墨登場的好奇心獲得滿足。內台歌仔戲
藉這類公演又有些許蹤跡，但其演出已經和以前的內台歌仔戲的商業精神完全不同。
電視歌仔戲約莫於1962年10月由台視首先播出。當時擔任閩南語廣播促進會理事
長的王明山籌組專門製作臺語節目的「台語電視節目中心」，每逢周二晚間九點十五
至九點四十分，推出由廖瓊枝飾演白素貞、何鳳珠扮演小青的連台本戲《雷峰塔》31。
由於當時電視機在全國總數不過四千四百台，還是不及收音機普及，電視歌仔戲能夠
推廣的層面有限，因此開播之初尚未敵過廣播歌仔戲的盛況。之後歌仔戲節目漸漸受
到歡迎，台視見有市場利潤，開始開闢不同播出時段，吸引更多廣播劇團進駐，「正
聲天馬歌劇團」、「雷虎廣播劇團」、「友聯廣播劇團」、「聯通廣播歌劇團」與「金
鳳凰廣播劇團」等紛紛轉戰電視媒體。1964年7月台視於每周二晚間播出《朱洪武》，
由王明山製作，「雷虎廣播劇團」李好味、筱寶釵、筱寶鑾、曾玉子、麗英等演出，
頗受歡迎。1965年「雷虎廣播劇團」又推出《粉妝樓》，並與「友聯廣播劇團」的《貂

28

29

30
31

部，歐洲與日本電影有 100 部。呂訴上：《台灣電影戲劇史》（臺北：銀華出版，1961 年)，頁 56。
根據歌仔戲藝人王金櫻的回顧，賣藥團歌仔戲有兩種演出形式。一種叫「站唸」，兩三位穿便服、不上
妝的表演者，站在麥克風面前分段輪流演唱一齣戲；另外一種叫做「團練」，演員人數比較多，也是穿
便服、不上妝，但須加身段走位演一齣戲。參見王金櫻口述、徐亞湘撰著《島嶼歌戲：王金櫻世代》（臺
北：北市文化局，2019 年 7 月），頁 30。
參見楊馥菱：《楊麗花及其歌仔戲藝術之研究》（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年 6 月），
頁 50。
參考楊子崴：《楊麗花傳奇》（知青頻道出版，1996 年），頁 21。
參見王明山：〈談談歌仔戲的連台本好戲─雷峰塔〉，《電視周刊》第五期（1962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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嬋》交替播出。1966年楊麗花也開始投入電視歌仔戲，也藉由電視歌仔戲，達到演藝
生涯的高峰，成就個人最重要的表演藝術。

(二)楊麗花的電視歌仔戲藝程
楊麗花的表演藝程，可與臺灣歌仔戲之發展歷程互為寫照，她是歌仔戲歷史中的
重要記事。楊麗花於1951年首次登台，演出《安安趕雞》，直到去年（2019年）的《忠
孝節義》，其歌仔戲演藝生涯已有68個年頭。
1964年的7月7日，王明山製作一檔歌仔戲《朱洪武》在台視頻道上，每週二播出。
此後分別由「友聯歌劇團」、「雷虎歌劇團」在台視頻道各據一方，播出歌仔戲。維
持了一年多，到了1966年就有了變化，據1966年5月2日出版的《電視週刊》第186期的
報導：
自五月份起，每星期四中午12時55分起，原「時代之歌」節目時間內，改演歌
仔戲，此為適應中南部觀眾之要求所特別增闢的。五月份擔任製作是項歌仔戲
節目者，計有四個單位，每一單位試演一場，以試演成績最佳者，於六月份起，
專責製作此一節目。
同年5月12日，楊麗花參與電視歌仔戲試演演出競賽，這是她第一次出現在電視螢
光幕，演出戲碼為《精忠報國》。《精忠報國》一劇由曹耿星製作，陳青海、石文戶
編劇，陳聰明幕後策畫，楊麗花與小鳳仙、翠娥、吳梅芳等人演出，楊麗花飾演岳飛。
四個比賽單位共推出六齣戲，楊麗花所屬的「聯通廣播歌劇團」以最優異成績，
獲得週四中午時段的播出權。此後，台視的歌仔戲，由「雷虎」、「友聯」、「聯通」
三個歌仔戲團，各領製作人才與所屬演員，在台視頻道上分庭抗禮。接著，楊麗花在
「聯通廣播歌劇團」的安排下，正式演出第一齣電視歌仔戲《雷峰塔》，飾演許仙。
不久又推出《狀元及第》，飾演王玉林一角，再推出《王寶釧》，扮演薛平貴，至此
楊麗花開始走紅於電視歌仔戲。
1969年，中國電視公司成立，也組織了「中視歌劇團」、「定峰歌劇團」、「正
聲寶島歌劇團」、「拱樂社歌劇團」等四個單位，每個單位一星期輪流製作一檔歌仔
戲連續劇。由於來勢洶洶，台視公司針對這種情況，也成立了「台視歌仔戲劇團」，
聘請楊麗花擔任團長，由節目部副理聶寅負責節目策畫，陳純真和巢劍珊負責行政管
理。32
32

參見台視文化公司：《楊麗花──她的傳奇演藝生涯》（臺北：台視文化公司出版部，1982 年 4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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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楊麗花又在台視的推舉下，組織了「台視聯合歌劇團」，採內製外包的
製作方式製作歌仔戲，由陳聰明擔任戲劇指導。同年8月1日推出《七俠五義》，由楊
麗花、葉青主演，楊麗花飾演南俠展昭。1973年底推出《碧血情天》，由楊麗花、青
蓉主演。往後幾年，也相繼推出幾齣歌仔戲節目，如：《萬花樓》、《隋唐演義》、
《楊家將》等。
到了1977年，因礙於連續劇集數限制，33以及每集播出時間長度的限制，和每日
閩南語發音節目的設限等因素之下，34「台視聯合歌劇團」為維持演員固定生活費，
因見不敷成本便與台視解約。至此，電視歌仔戲在螢光幕上暫告沈寂。在停止演出的
期間，據楊麗花表示，她仍然與幾位志同道合的同事、朋友，繼續研究改良歌仔戲的
曲調與劇本。35經過兩年的籌畫，1979年的春天，便先後推出三部改良新戲：《俠影
秋霜》、《蓮花鐵三郎》、《青山綠水情》。《俠影秋霜》是首開改良歌仔戲之風，
由狄姍改編自西洋小說《飄》而成。36將故事背景置於明朝，除了描述豪俠壯士保家
衛國的英勇事蹟之外，還穿插了英雄兒女纏綿的愛情故事，並有意減少【哭調】唱腔，
以緊湊曲折的劇情來吸引觀眾。該劇由陳聰明擔任戲劇指導，楊麗花製作兼主演劇中
主角步雲龍。
經過改良的歌仔戲，泯除從前歌仔戲落伍的表現手法。題材由從前的才子佳人、
婆媳糾紛等老套劇情轉為新潮武俠路線，內容上以愛情為主，兼論武林糾葛，而楊麗
花所扮飾的人物形象，也成為風流瀟灑、武功蓋世而且家境富裕的武生。根據1979的
11月14日《民生報》所載，益利市場調查公司的收視率統計，《蓮花鐵三郎》的收視
率高達50％，收視層面則由中等學歷以下居住鄉村的中年本省籍家庭主婦，擴展到從
兒童至35歲的外省籍男女觀眾。37
改良後的歌仔戲終於再度掀起高潮，也因為如此，台視恢復了「台視歌仔戲劇團」，
由楊麗花擔任團長。楊麗花在劇團成立的記者會中，公開發表日後的主要三項工作：

33
34

35

36
37

三版），頁 43。
在此之前，歌仔戲在電視播演集數是没有限制的，1975 年《忠孝節義》一齣，即曾播演至 100 集。
當時新聞局規定閩南語節目播出時間，每日不得超過一個小時。見曾師永義：《台灣歌仔戲的發展與變
遷》（臺北：聯經，1993），頁 83。
參見祐華：〈台視歌仔戲劇團正式成立楊麗花全力發揚地方戲曲〉一文中楊麗花表示：「後來雖然我們
暫時停止了在螢光幕上的演出，但是在幕後，我們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卻不斷地研究改良歌仔戲的曲調
與劇本。經過兩年的籌畫，在六十八年的春天，我們先後推出三部改良新戲，『俠影秋霜』、『蓮花鐵
三郎』、『青山綠水情』，終於再度掀起了歌仔戲的高潮。現在台視為了發揚本省的民間藝術，提高歌
仔戲的演出水準，因此又恢復『台視歌仔戲劇團』的成立。」《電視週刊》907 期（1980 年 2 月）。
參見黃邁：〈獻身歌仔戲十四載擅為英雄美人寫姻緣〉，《電視週刊》1173 期（1984 年 3 月）。
參見曾師永義：《台灣歌仔戲的發展與變遷》（台北：聯經，1993），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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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高歌仔戲製作和演出水準：對於劇本的選擇和演出陣容的調配，將做最好的安
排，並配合劇情需要添置新的服裝、布景和道具。
(二)加強研究發展工作：請專家收集歌仔戲即將失傳的原始曲調，加以整理改編成新
的插曲和新的唱腔。
(三)設立歌仔戲演員訓練班：對外公開招考，培植新人，使歌仔戲得以注入新血輪繼
續保存、發揚臺灣的民間藝術。38
在劇團成立後，楊麗花又陸續推出不少叫座的電視歌仔戲，如：《薛平貴》、《俠
骨英雄傳》、《龍鳳再生緣》、《鐵扇留香》、《情海斷腸花》、《鐵漢金鷹》等，
並於1981年7月成立「歌仔戲演員訓練班」，對外公開招考演員，培植歌仔戲新血。
在順利開啟改良歌仔戲之門後，楊麗花的電視歌仔戲不斷推陳出新，積極投入，
幾乎每齣戲都引起廣大回響，每一年平均推出4至6齣戲，當時的收視率也都保持在三
台第一。在電視歌仔戲的藝程中，這時期是楊麗花最為豐收的時光，除了於1986年第
二度招收新人，讓培植的新人走入電視歌仔戲行列參與演出，實現歌仔戲新血傳承的
任務；1988年本身製作主演的《王文英與竹蘆馬》，更是榮獲「金鐘獎」戲曲節目傳
統戲曲連續獎，讓歌仔戲節目也進入了金鐘獎行列。此外，像《紅樓夢》、《泥馬渡
康王》、《伴鬼闖江湖》、《擎劍雙驕》、《李靖與紅拂女》、《年羹堯新傳》、《薛
仁貴征東》等等，也都是膾炙人口的作品。
1990年起，楊麗花的演出顯著減少，平均每年只推出一齣戲為代表作。雖然產量
減少了，但楊麗花有意在品質上推陳出新，每一年的新作追求變化新穎，從演員服裝
的講究，到外景選景的不計路程遙遠，以及所投注的心力和成本，都大大突破，其中
1994年的《洛神》，更是如此。《洛神》遠赴大陸河北涿州、漢城、唐城等地取景拍
攝，當時動用的臨時演員高達2,700多人，並找來港星馮寶寶擔綱女主角，更大的突破
是開我國電視史上先河，於八點檔黃金時段播出一小時方言節目。這些改變雖是很大
的嘗試與挑戰，頗令人耳目一新，但歌仔戲中的戲曲優美特質，相對的也被忽略了。
楊麗花對於電視歌仔戲的特質與發展，是有她個人獨到想法與期待，筆者曾於1996
年9月11日訪問楊麗花，對於電視歌仔戲的當務因應之道，她曾提出以下四點：1.未來
電視歌仔戲的表現要以唱腔優美為訴求2.電視歌仔戲劇本的改良是首務之急3.歌仔戲
文武場專業人才的培養與音樂創作4.電視歌仔戲與舞台歌仔戲要互相接受共同努力。在
電視媒體所能呈現的理想狀態下將戲曲特質發揮出來，從音樂唱腔曲調及劇本情節內
涵兩大元素著手，確實是當時電視歌仔戲面臨改革的兩大議題。其中第四點所提到的
38

參見祐華：〈台視歌仔戲劇團正式成立楊麗花全力發揚地方戲曲〉，《電視週刊》907 期（1980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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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與舞台共同努力，則是因為電視歌仔戲因其特殊性，被認為有違傳統戲曲的表演
形式，而遭受不少批評39。
筆者認為電視歌仔戲是有別於外台或現代劇場歌仔戲，透過電視媒體來呈現，是
在順應時代社會與觀眾需求所製作出來的節目，電視歌仔戲已是大眾文化，有別於純
正的藝術，而為了適應媒體，並藉由媒體來開拓市場，勢必做出種種調適。身為電視
歌仔戲紅星的楊麗花也明白此一問題，因而提出電視歌仔戲與舞台歌仔戲要泯除成見
共同努力的呼籲，她自己本身也實踐此一理念，1981年楊麗花應新象藝術邀請，於國
父紀念館演出《漁孃》，相隔十年，於1991年在國家戲劇院演出《呂布與貂蟬》，1995
年再度於國家戲劇院演出《雙槍陸文龍》，2000又於國家戲劇院演出《梁山伯與祝英
台》，2012年更首次將歌仔戲帶入臺北小巨蛋，並結合電腦投影特效，與愛徒陳亞蘭，
師生合演《楊麗花終極大戲──薛丁山與樊梨花》，這幾齣戲都是楊麗花在現代劇場
歌仔戲上的努力耕耘與重要成果。
1990年代臺灣解嚴後，各國影視娛樂進入大眾生活，有線電視興起，影響傳統無
線娛樂產業。一直以來，依賴無線產業的楊麗花電視歌仔戲受到傳播產業結構的改變
以及小生接班人魅力不及她本人的影響，而逐漸沒落。在歌仔戲史上，楊麗花雖橫跨
內台歌仔戲、廣播歌仔戲、電視歌仔戲、現代劇場歌仔戲四個時期，而和整個歌仔戲
發展史互為見證、互為成長，但其電視歌仔戲時期，卻是她表演生涯中最重要，也是
最足以詮釋她個人演藝生涯的部份，是她個人重要演藝時期，也是她成就最大的時期。

四、楊麗花電視歌仔戲之表演藝術及其腳色運用
楊麗花於其電視歌仔戲演藝生涯中，主要是以坤生的身分出現，她曾經扮演過的
人物除了有：公、侯、將、相、君、士、儒、俠這些文生與武生的形象之外，還有近
似丑角的人物。40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有：氣宇軒昂、風流好遊的正德皇帝；41武功高
39

40

歷來對於電視歌仔戲的微辭與評論，多半是認為音樂曲調加入太多流行樂、演員唱得太少、演員身段不
夠落實等。
楊麗花通常是整齣劇中的第一主角，以充任武生和文生為主，另外也有演出腳色具有近似丑腳的詼諧逗
趣特質，如：《伴鬼闖江湖》裡的李仁思、《七品巧縣官》裡的洪小餘。《伴鬼闖江湖》標榜喜感趣味，
為詮釋李仁思此一角色，楊麗花特意使用俚語諺語，服裝上一改華麗妝扮，李仁思青少年時在寺廟的場
景甚至有蓬頭垢面的造型，也有當官後紮沖天炮的逗趣造型；《七品巧縣官》中楊麗花扮飾一位外表憨
厚、談吐詼諧風趣，但大智若愚又武功高強的角色，泯除以往英俊小生形象，著重在穩重機智的形象上，
並出現許多意態動作的表現手法。上述兩齣戲中楊麗花雖扮飾詼諧逗趣的形象，但僅是將丑腳所具有的
詼諧效果轉移，並非真的扮飾傳統戲曲中的丑腳行當。所以本文將就楊麗花所充任之文生和武生作為分
析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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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雄姿勃發的薛丁山、薛仁貴、狄青、楊六郎；42溫柔多情、深情款款的張瑞君、賈
寶玉；43才氣縱橫、文質彬彬的曹植；44足智多謀、深思遠慮的韓信、孫臏。45而這些
文生、武生的演出，在腳色運用的安排上，還有一飾兩腳的代角演出，或是由父演到
子，或是同時扮飾長相酷似的兩人。另外，也有為了劇情需要而巧扮女兒身的「反串」
演出。關於楊麗花的電視歌仔戲表演藝術，以下分別就其文生和武生兩種腳色的扮飾
來進行分析，而其腳色的運用則就代角與反串的情形進行探討。

(一)坤生：文生、武生
生，是除了淨、末、丑之外的男性腳色的通稱。若由女演員來妝扮生腳就叫做坤
生，歌仔戲名角楊麗花即是；反之由男演員妝扮女角即是乾旦，如京劇名角梅蘭芳。
楊麗花所妝扮過的生腳還可分為文生和武生兩種類型，而這兩類腳色依年齡的不同又
有中老年、中年與青年。比如一飾兩角的情形下，所扮飾的父親角色即是中老年的老
生形象。不過，楊麗花大抵還是以扮飾小生人物為主。46
若就楊麗花所演出的電視歌仔戲加以分析，可發現她充任武生的情形多於文生。
歸納所演出的電視歌仔戲劇中人物，演出最多的人物為薛丁山、薛仁貴和狄青。其次
是商輅、韓信、孫臏、唐伯虎、薛平貴、許仙、張瑞君、賈寶玉、正德皇帝、曹子健、
康王、楊六郎、王文英。
薛丁山人物的出現分別是在1969年的《薛仁貴續集》、1982年的《薛丁山》和1988
年的《薛丁山與樊梨花》。《薛仁貴續集》是接續薛仁貴而演其子薛丁山，劇情重在
薛丁山征西的過程。到了《薛丁山》和《薛丁山與樊梨花》則開始側重在薛丁山的愛
情故事，薛丁山先後娶了竇仙童、金定和樊梨花為妻，其中與樊梨花兩人的姻緣一直
好事多磨，在經幾番波折之後才終成眷屬。除了愛情戲的戲份增加之外，對於薛丁山
41
42

43

44
45

46

楊麗花分別於 1979 年《青山綠水情》、1984 年《花月正春風》中扮飾正德皇帝。
楊麗花於 1969 年《薛仁貴續集》、1982 年《薛丁山》以及 1988 年《薛丁山與樊梨花》中扮飾薛丁山；
於 1969 年《薛仁貴》、《薛仁貴續集》、1983 年《薛仁貴征東》中扮飾薛仁貴；於 1973 年《萬花樓》、
1983 年《萬花樓》、1991 年《新狄青》中扮演狄青；於 1973 年《楊家將》、1982 年《楊家將》中扮
飾楊六郎。
楊麗花於 1969 年《西廂記》、1971 年《西廂記》中扮飾張瑞君；於 1970 年《紅樓夢》、1989 年《紅
樓夢》中扮飾賈寶玉。
楊麗花於 1984 年《洛神》及 1994 年《洛神》中扮飾曹植。
楊麗花於 1967 年《韓信》、1985 年《韓信》中扮飾韓信；於 1967 年《孫龐演義》、1986 年《孫臏下
山》中扮飾孫臏。
根據楊馥菱對楊麗花所扮飾之人物角色做出統計，其扮飾老生之頻率為 10％，而扮飾小生之頻率為
90%。詳細內容見楊馥菱：《楊麗花及其歌仔戲藝術之研究》（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年 6 月），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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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武生的武打功夫，也開始加入電子合成DPE的效果，讓薛丁山成為可以飛天遁地
的武林高手，甚至幾個危險動作還可由替身代為上場。武打動作的套招顯得誇張與電
子化，雖然可藉此刺激觀眾的視覺，提升觀看的收視率，但也因為失去傳統戲曲的做
功表演，傳統戲曲的程式性與虛擬象徵性減弱（甚至是消失），而發展出另一種適應
傳播媒體的表演內涵。
不僅是薛丁山此一武生的表現，由傳統武打變為非傳統武生身段的聲光效果，其
他武生的演出亦同樣如此。像狄青此一武生腳色，1972年《萬花樓》演出時，除了保
留傳統戲曲合歌舞樂的特質，還擷取了京劇中的《打龍袍》、《夜審郭槐》等折子戲
的故事格局，武打做功仍以傳統身段程式為基準，進行稍加改變。到了1983年《萬花
樓》演出時，楊麗花所扮飾的狄青，還穿插一段「反串」演出，喬裝女兒身以捉拿匪
黨，已經不是完全以武生的表演出現在劇中。再到1991年《新狄青》的演出，劇情加
入許多狄青曲折逗趣的成長背景，使得武生此一腳色成為多變的形象，不再是傳統戲
曲中以武打身段的精湛表現為特色。
楊麗花充任文生的腳色雖不若武生多，不過以其歷年的演出作品來看，《洛神》
裡的曹子健是頗值得注意的文生扮飾。《洛神》第一次演出是在1984年，第二次演出
為1994年，相隔十年的演出，雖然都是以曹子健與甄宓之間的愛情故事作為主軸，但
在演出上已做了大幅更動。首先，在劇本方面加入了世代輪迴的描述來解說兩人之間
的宿緣，使得歷史故事增添許多浪漫色彩，加強了戲劇張力。其次，音樂方面不但選
用管弦樂配樂，還改寫歌仔戲唱詞為古典優美的詞藻，以符合文生的身分背景，做到
肖似人物口吻的藝術境界。再則，在選景方面，遠赴大陸等地拍攝，還動用2,700多人
與1,100匹馬拍攝戰爭的大場面，使得電視畫面的呈現有別於一般電視歌仔戲，排場十
分浩大。而且這齣戲是電視史上第一齣在八點檔演出一小時的歌仔戲節目，備受各界
矚目。
少了武打身段做功，楊麗花所扮飾的文生多側重在與小旦所發展的愛情故事，為
更加生動地詮釋文質彬彬的文生形象，1994年的《洛神》可以說精緻的刻畫了曹子健
此一人物，給予浪漫多情的人物形象，從扮相的俊美俏麗到唱腔旋律的柔美動聽，以
及身段表現較其武生演出更具有傳統戲曲的成分看來，《洛神》是楊麗花電視歌仔戲
藝程中十分重要的戲，之後的《四季紅》（1996年），雖試著嘗試跳脫以往的形象，
移植丑腳的活脫滑稽形象，挑戰觀眾新視覺，但就傳統戲曲的藝術角度而言，她在《四
季紅》的表現尚未能超越《洛神》之藝術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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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飾兩角：代角
「代角」是指一名演員除了飾演一位劇中人之外，還必須兼代另一人物。「代角」
其實也是「一趕二」改扮中的一環，不過它的動機不全來自表演藝術，可以視之為「劇
本本身設定的一趕二改扮」。47總計楊麗花代角演出的劇目有九齣，按時間先後分別是：
《薛仁貴續集》（1969年）中飾演薛仁貴和薛丁山父子、《子母錢》（1969年）
中飾演韓國華和韓奇父子、《巧相逢》（1972年）中飾演甘慶文和游龍、《俠骨英雄
傳》（1980年）中飾演秋志成和丹楓父子、《恩怨情天》（1982年）中飾演凌鴻斌和
凌小峰父子、《白衣童子》（1983年）中飾演白衣童子和小王爺、《花月正春風》（1984
年）中飾演正德皇帝和崔燕雲、《擎劍雙驕》（1986年）中飾演任君飛和大桶、《薛
剛》（1986年）中飾演薛剛和薛蛟父子。以下先就各齣劇稍做介紹，再就其代角演出
之意義加以分析。
1. 《薛仁貴續集》為楊麗花1969年的作品。該劇是描述薛仁貴征東成功受封為平遼王，
改扮白身回家鄉，卻被李道宗誣害下獄，但因蘇保同犯界，便被派往遼西，不料受
傷，征西大業遂轉交其子薛丁山完成。楊麗花便由薛仁貴演到薛丁山，從父演到子。
2. 《子母錢》也是同年的作品。該劇是敘述韓國華娶妻褚氏，因無子而不合，國華遂
與操琴美人連理發生感情，還生下一子韓奇。褚氏因此百般阻撓，連理於是顛沛流
離，最後由其子韓奇為母伸屈。楊麗花同樣一人扮飾韓國華與韓奇父子兩人。
3. 《巧相逢》為楊麗花1972年的作品。該劇內容是描述明朝，甘興良二子慶文、慶福
分別愛上唐府的雪芳和燕娥，但因出現一位酷似慶文的游龍，而引起一場混亂。最
後好事多磨，有情人終成眷屬。楊麗花即分別扮飾甘慶文和游龍兩個角色。
4. 《俠骨英雄傳》為楊麗花1980年作品。描寫宋朝劍俠段青、掌俠邱志成、畫俠李群、
拳俠高天祿、刀俠王清為同門師兄弟，後來掌俠邱志成受提攜出仕朝廷，拳俠高天
祿貪圖富貴而與番邦勾結，殺死秋志成並抱走秋志成長子秋丹楓。長大後的秋丹楓
驍勇善戰，打算率軍侵略宋朝，宋將李太弘歷經艱難道出真相，秋丹楓認祖歸宗的
故事。楊麗花分別扮飾父子兩代，演掌俠邱志成時為漢人妝扮，演其子秋丹楓時則
是北遼國蕃將的模樣。
5. 《恩怨情天》為楊麗花1982年作品。描寫正義之士奮鬥圖強的艱辛歷程。正義之士
凌鴻斌為同門兄弟所陷而死，其子小峰因此展開為父報仇的心願。楊麗花分別扮飾
凌鴻斌和凌小峰父子兩人。
47

參見王安祈：〈改扮、雙演、代角、反串──關於演員、角色和劇中人三者關係的幾點考察〉一文，該
文發表於「明清戲曲國際研討會」，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7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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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白衣童子》為楊麗花1983年的作品。描寫一群忠君愛國之士，不屈不撓的奮鬥經
過。白衣童子與小王爺兩人之間有著神秘關係，於是劇情便以白衣童子的身世之謎
為經，以正義之士除暴安良為緯。江湖上專殺貪官汙吏的白衣童子，原為受皇帝暗
中調查謀反之事的小王爺李劍鳴所喬扮。另外，契丹公主秋慕蘭藉相親之名入中原，
實為揭穿兩國奸臣串謀一事。途中因緣際會為白衣童子救起而有了愛慕之意。楊麗
花分別扮飾白衣童子和小王爺。
7. 《花月正春風》為楊麗花1984年的作品。該劇是根據演義小說《正德遊江南》及民
間傳說故事改編而成，敘述正德皇帝和周勇，微服至江南遊玩所發生的一些趣事。
楊麗花於該劇中分別飾演年輕好玩的正德皇帝，和身懷武功心懷不軌的殺手崔燕雲。
8. 《擎劍雙驕》為楊麗花1986年的作品，敘述元朝時一對雙胞胎兄弟自小離異，長大
後兩人各遭遇不同命運的故事。故事中還穿插元義士的愛國義行和真摯感人的兒女
私情內容。楊麗花一人飾演這對雙胞胎兄弟任君飛和大桶，任君飛性情冷淡自傲；
大桶則性情率直，屬三花角色。
9. 《薛剛》也是1986年作品。該劇由幾個故事情節串連：薛剛大鬧花燈、踢死皇子、
驚崩聖駕、三祭鐵丘墳、保駕廬陵王、中興大唐天下。薛家一門忠烈，相傳薛剛為
白袍將軍薛仁貴之孫，薛丁山之子。薛剛年少好打抱不平，16歲時因打死出押驚擾
百姓的天竺虎而博得「通城虎」之名。上元佳節長安大放花燈，宰相之子張文彬，
公然搶掠民女，薛剛為抱不平遂與之動武，慌亂間踏死太子，驚崩聖駕。武后下旨
令武三思抄斬薛家滿門，並鑄下鐵丘墳。薛剛逃過一劫，路過臥龍山，與女寨主紀
鑾英結為良緣。之後又與呂美祖、吳奇、馬贊等義士結拜，終於中興大唐洗雪家恨。
楊麗花扮飾薛剛及其之子薛蛟。
上述這九齣戲，皆是楊麗花一飾兩角的演出。這種代角演出，並非是從其表演藝
術來做考量，反倒是劇情為製造曲折情節的成分居多。從其劇情來看，她分飾二角的
原因可歸納出兩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是扮飾父子兩人。扮飾父子兩角的作品有：《薛
仁貴續集》中飾演演薛仁貴和薛丁山父子、《子母錢》中飾演演韓國華和韓奇父子、
《俠骨英雄傳》中飾演秋志成和秋丹楓父子、《恩怨情天》中飾演凌鴻斌和凌小峰父
子、《薛剛》中飾演薛剛和薛蛟父子；另一類型種則是扮飾長相酷似的兩人。扮飾長
相酷似兩角的作品有：《巧相逢》中飾演甘慶文和游龍、《白衣童子》中飾演白衣童
子和小王爺、《花月正春風》中飾演正德皇帝和崔燕雲、《擎劍雙驕》中飾演任君飛
和大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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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飾父子兩角通常在劇情上具有承接意義，從父親演到兒子，兒子或是繼承父親
未完的使命，或是為父親報仇，或是與父親失散而要認祖歸宗。楊麗花於戲劇中分別
扮飾老生腳色的父親，以及小生腳色的兒子。就觀眾的觀看角度而言，同一演員自父
親演到兒子當是順理成章的安排，戲劇的張力和衝突並不會因為同一人扮飾而有所改
變。而扮飾長相酷似的兩人通常在劇情上形成懸疑、神秘的氛圍，然而這兩個人物都
具備有迥然不同的鮮明個性，一個若是性情率直，另一個則是冷僻孤傲；一個若是好
玩成性，另一個則是身懷絕技。雖由同一人扮飾，但形成對比的鮮明人物性格，是很
容易讓觀眾直接判斷。這一類型的代角，是將兩個相干或不相干的人物，藉著同一演
員的扮飾而得以聯繫重疊，聯繫重疊的結果可以增強戲劇的張力和爆發力，更加容易
吸引觀眾。
楊麗花的代角演出，利用的只是「演員」和「劇中人」之間的聯繫、重疊關係，
著重在故事的推移，居中的「腳色」作用並不明顯，腳色類型所具有的意義較不重要，
所以她充任老生或小生在戲劇中的影響力和重要性，便顯得較為次要。

(三)旦角：反串
反串與演員的性別無關，當以本工的角色行當為基準，凡是演出不屬於本行角色
應工的戲，即稱之為「反串」。反串是「演員」與「腳色行當」之間的關係，非關「演
員」與「劇中人」之性別。48所以本是專攻生角的楊麗花演《女秀才》中的聞蜚娥是反
串，演薛丁山反倒是正常的。
楊麗花反串演出的戲計有：《女秀才》的聞蜚娥、《喬太守亂點鴛鴦譜》的孫玉
郎、《萬花樓》中狄青為擒拿一幫惡徒匪黨，而喬扮女子以為餌、《泥馬渡康王》裡
康王趙構在遭受金兵追緝時，為避人耳目喬裝成女兒身。以下先就各齣劇做說明，再
針對其反串之意義加以分析。
1. 《女秀才》為楊麗花1966年的作品。該劇內容是描述參將聞確的女兒聞蜚娥，喜愛
女扮男裝。入學堂與魏撰之、杜子中友好。一日救了景員外之女景英春，順水推舟，
撮合魏撰之與景英春，自己則與杜子中成婚。
2. 《喬太守亂點鴛鴦譜》為楊麗花1968年的作品，劇情內容是描述孫玉郎男扮女妝代
姐出嫁，而對方劉樸因重病不能起床，是夜遂命令劉慧娘伴嫂入洞房，在弄巧成拙
的情形之下，孫玉郎與劉慧娘只好將錯就錯，反而締結良緣。

4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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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萬花樓》為1983年的作品。楊麗花飾演狄青一角色，該劇內容包括幾組劇情，有
狄青下山尋親、太后訴冤、包公審案、楊宗保求援和狄青掛帥征西。其中安排一段
為擒拿一幫惡徒匪黨，狄青喬扮女子以為餌的劇情，讓飾演狄青的楊麗花有反串演
出的表現。
4. 《泥馬渡康王》為1989年的作品。劇中楊麗花扮飾康王趙構、該劇是取材自通俗小
說，以北宋末年為背景，敘述康王趙構到金邦議和後四處避難及至復國的經過。趙
構在遭受金兵追緝時，為避人耳目喬裝成女兒身，因而穿插楊麗花反串演出的劇情。
這四齣戲雖然楊麗花皆有反串的演出，然而妝扮情形又有所不同。楊麗花於《女
秀才》中原本是充任旦腳，但因劇情上安排人物性格偏向男性又喜做男扮，故所扮飾
之人物仍舊以生腳面貌出現，使得原本反串的意義相對的減弱了。而在另外三齣戲中，
楊麗花是充任其當行生腳，但因不同情節的推移安排，而插入反串演出。《喬太守亂
點鴛鴦譜》裡是因為代姐婚配，《萬花樓》裡是為了捉拿惡徒，《泥馬渡康王》中則
是為了避人耳目。不過這些反串的演出都只是暫時性的，是順應劇情而插入的演出，
並不是專就旦腳來表現的。可見楊麗花的反串演出通常佔整齣戲的戲份非常的少，劇
情安排上雖讓她有反串的表現機會，但並不會讓她完全以反串的演出來貫串整齣戲
的，她還是以坤生專擅於劇中。

五、結語
電視歌仔戲是戲曲與電視媒體密切結合的文化產業，它除了是以電視媒體為載體
的傳統戲曲，是媒體化的歌仔戲，也是回應社會文化潮流的產物。任何一台節目所造
成的旋風，往往足以影響其他電視台的製作走向，因而自1979年起有所謂的三波改良：
「新潮武俠」、「神話特技奇情」、「復古創新」，整個電視歌仔戲吹起改良風，同
一時段先後推出的歌仔戲節目均朝向同一風格。從每一波的改良所締造的收視率來
看，歌仔戲節目求新求變、推陳出新的做法，確實能夠顯現出當時代的媒體娛樂的文
化現象。編劇家為了節目的收視率百分點，考慮到節目的「市場性」與「消耗性」，
除了劇情不能落伍，需順應觀眾口味，隨時掌握時代潮流，還要為演員量身訂做角色
形象以突破過往或創造新意。曾為電視歌仔戲編創過不少好戲的編劇家狄珊，就曾提
到電視歌仔戲的編劇要時時刻刻注意各種訊息，例如國外暢銷小說受歡迎的原因何
在？票房奇慘的電影，為何失敗？編劇者要從中掌握並深切了解，而一些家喻戶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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膾炙人口的老戲碼，每隔幾年可以推陳出新一用再用，這樣才能抓住觀眾的胃口。49
隨著電視媒體的多元化，節目內容多樣化，開播頻道日益加，電視歌仔戲也日趨
綜藝化。1990年代中期，歌仔戲依附於綜藝節目中，以短劇方式播出，八大綜藝台《我
愛冰冰》節目中有《笑魁歌仔戲》單元劇，為最早轉型的綜藝化歌仔戲節目。《笑魁
歌仔戲》一開始傾向於爆笑劇，由白冰冰、方駿、李登才、BB、孔鏮一同搞笑演出，
後來邀請了唐美雲、高玉姍、許仙姬、陳昭香等歌仔戲演員助陣。有鑑於以娛樂為目
的綜藝化歌仔戲有不少收視族群，三立綜藝台開播《廟口歌仔戲》，聚集不少歌仔戲
專業演員，李如麟、許秀年、小咪、唐美雲、石惠君、楊懷民、鄭雅升、陳勝發等人。
無論是《笑魁歌仔戲》或《廟口歌仔戲》，皆有別於傳統歌仔戲，而著重在娛樂性、
通俗性與流行性，其演出內容沒有既定的表演程式，屬於另類電視歌仔戲表演。
由於電視歌仔戲於電視台播出的頻率已經越來越少，許多電視歌仔戲演員或轉往
綜藝節目發展，或朝向現代劇場歌仔戲努力，也有離開氍覦，改行從事餐飲、旅遊、
服裝事業等。50回顧電視歌仔戲的發展歷程，1960-1990年這段期間，電視歌仔戲節目
以戲曲本質為主體，以電視媒體載體，將歌仔戲推向普及的大眾娛樂，歌仔戲深入大
眾文化與生活。在電視歌仔戲史上，楊麗花的演出無論在數量與質量上，作品具有一
定水準，其演藝成就佔有一席之地。
本文從歌仔戲演員「妝扮」著手，考據臺灣歌仔戲裡女扮男裝與男扮女裝的發展
流變，再以坤生楊麗花為研究對象，爬梳其電視歌仔戲演藝歷程，與其腳色充任、人
物扮飾的意義。關於楊麗花的電視歌仔戲表演藝術，本文分別就其文生和武生兩種腳
色的扮飾來進行分析，而其腳色的運用則就代角與反串的情形進行探討。
經由上述的分析可知，楊麗花之電視歌仔戲藝程，其充任的腳色以武生為多，而
其武生的演出越來越朝向與媒體科技結合，表演體現出許多特技效果，如此雖能夠吸
引觀眾，但傳統戲曲身段的做功表現卻相對地減少。反倒是在80-90年代充任文生腳色
時，楊麗花留心到此一問題，而在人物身段表現上有意回復較多傳統做功的表演，也
較能展現演人個人的藝術造詣。
由於電視歌仔戲製作過程的特殊性，在劇情中安排一人飾演兩角的「代角」演出
並非難事，可以藉著媒體運作之便進行剪輯後製。代角的演出可以滿足觀眾好奇心與
49

50

狄珊的說法參考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委託規劃，宜蘭縣立文化中心《台灣戲劇中心研究規劃報告》
（1988 年 4 月），頁 47。
像司馬玉嬌後來轉往閩南語連續劇及綜藝節目發展；陳亞蘭身兼綜藝節目主持人與閩南語歌手身分；石
惠君、王金櫻、廖瓊枝後來投入現代劇場歌仔戲不遺餘力；楊麗花也較少演出而投入餐飲業；葉青先後
投資旅行社、房地產及花店；洪秀美則以經營服裝業為主。大多數的歌仔戲演員以其他事業為主，歌仔
戲演出只是偶一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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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美趣味，一睹演員的演技風采。楊麗花的代角演出有二：其一是父子身分的關係；
其二是長相酷似的懸疑效果。這是楊麗花電視歌仔戲特有的安排與風格。又根據筆者
對於電視歌仔戲的觀察，葉青的代角演出則有因劇情中兩位不同人物的生命交集而一
人分飾兩角的情形，如《三國演義》（1974年）中分飾關公、孔明，《岳飛》（1983
年）分飾岳飛、秦檜，這一點與楊麗花是有很大的不同。雖然代角能考驗演員的演技
與功底，觀眾見到自己的「偶像」，以兩種不同身分出現劇中，會有大呼過癮的快感，
但這或許也是商業取向下，充分運用媒體後製所做的安排。
因此在扮飾人物方面，楊麗花對於腳色的運用，雖有代角與反串的情形出現，然
而其產生的動機皆不是因為表演藝術的緣故。因為所充任的腳色之類型在整齣戲中並
不是十分明顯，反而著重在故事情節的推移進展與懸疑的製造，因此代角演出時，腳
色的類型並不重要，楊麗花所扮飾的人物及其形象在劇中發展出的故事性，所帶動的
個人魅力，才是效果所在。反串的演出也僅是順應劇情所做的效果，其目的無非是要
讓觀眾充滿新鮮感，因為如此，以女兒身出現在劇中的戲份相當的少，主要仍舊是以
生腳之類的人物出現，而這也才是楊麗花的專擅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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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nipulation of Characters of
Taiwanese Opera Actors ── A Case
Study of Yang Li-Hua’s Taiwanese Opera
on Television
Yang, Fu-Ling*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and significance of manipulation of
Taiwanese Opera characters. Based on Taiwan’s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 this study
reviews the changes in Taiwanese opera actor’s “makeup”. This paper further analyzes Yang
Li-Hua’s performing arts and her manipulation of opera characters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Yang, who usually acted as Kunsheng (male impersonator) in Taiwanese opera. The first
section of this paper is a preface, which outlines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aiwanese opera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Yang Li-Hua in Taiwanese opera history. The
second section discusses the “makeup” of the Taiwanese opera actors. Through a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Opera’s “makeup”, this section expects to
understand the evolution of male impersonation and female impersonation in Taiwanese
opera. The third section focuses on Yang Li-Hua and her Taiwanese Opera performance on
television. The author deals with Yang’s life and her artistic merit in TV performance and
proposes her academic status and research value in Taiwanese opera history. The fourth
section is the performing art and Yang Li-Hua’s manipulation of opera characters in her
Taiwanese Opera on television. This section analyzes Yang’s performing art and her
manipulation of characters, exploring the artistic features in her opera “makeup”. The fifth
section is the conclusion, which summarizes the viewpoints of this paper, and further
illustrates the feature of Yang’s manipulation of opera characters.
Keywords: Taiwanese Opera, actor’s makeup, Yang Li-Hua, Taiwanese Opera on
Televis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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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腔洋調怎麼辦？──初級華語學習者
聲調診斷系統建置與測試
張循鋰、張金蘭**
【 摘 要 】
華語聲調具有辨義的作用，對於母語非聲調語言的初級華語學習者來說具有一定
難度。目前華語聲調教學以趙元任（1959）所提五度制調值標記為主要理論基礎，在
教學時著重音高、音長等調值的描述，但對於學習者來說較為抽象，不但較難自行檢
視發音，也缺少相對客觀的方式來具體呈現並比較教學者與學習者的聲調異同。有鑒
於此，本研究之目的為建置一個使初級華語學習者能自行診斷聲調正確性的系統，以
期提高其聲調學習效果。
本研究為聲調診斷系統之初步建置，首先發展研究工具—「初級華語學習者聲調
診斷系統」，其次邀請三位日本初級華語學習者為研究參與者，進行測試並於分析完
診斷資料後，藉由訪談來蒐集研究參與者的使用心得。研究結果有二：一是測試結果，
包括音高過低、聲調變化掌握不佳兩點；二是訪談結果，包括指出聲調學習難點，並
認為需要客觀的診斷方式，以及具體且清楚的回饋等三點。因此，本系統具有圖像、
文字、語音三種回饋方式對於學習者來說應是有幫助的。期望未來能運用於聲調教學
中，為華語語音的教與學帶來助益。
關鍵詞：初級華語學習者、華語語音教學、語音診斷、華語聲調、五度制調值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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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年來，由於中國市場的快速崛起，學習華語的人數日漸增加。華語文是我國文
化之根基與寶藏，為維持正統中文與華語文教學之主導地位，教育部自民國102年起即
協同產、官、學、研等機構與單位，執行「邁向華語文教育產業輸出大國八年計畫
（102-109）」，鼓勵各大專院校成立華語文中心與華語文師資培育系所，除善用既有
之臺灣教育精品形象外，更發揮我國華語文優勢，善用我國高素質教師、課程教材教
法之創新化、數位化及多元化之優勢，強化推動我國成為華語文教育產業輸出大國，
掌握華語文教育產業於海外之無限商機。
根據教育部統計處（2019）統計，大專校院附設華語文中心外籍學生由2009年的
11,612人，至2018年增加為2萬8,399人。當學習者增加，教學者的任務乃至於相對應的
教學輔助工具的需求也越來越大。華語教學包括聽、說、讀、寫四大核心項目，在第
二語言的學習中，屬於語言輸出的口說與寫作要比屬於語言輸入的聽力與閱讀來得困
難許多。其中，語音教學是華語教學的重點之一，而聲調更是華語具有辨義功能之重
要特點，若學習者的母語為非聲調語言，華語聲調對他們來說便具有一定的難度（趙
金銘，1987；王韞佳，1995）。
在外籍華語學習者的學習過程中，發音與聲調的正確與否，往往需要專業教師來
進行人為的判斷並給予指導。初級華語學習者在學習華語聲調時，有兩種較為普遍的
方法：一是在課堂上教師以圖表呈現發音部位及發音方法、示範發音以提供學習者模
仿，教師再進行個別的指導；二是聆聽華語教材所附語音光碟或依據華語教學網站之
發音來學習並自行修正（邢志群，2010）。以上的方法雖可聽到標準發音或接受專業
教師指正，但對於教學者來說，需要用較多的時間來糾正學習者；對學習者來說，能
夠得到的回饋也顯得有限。再加上學習者難以自我評估聲調的正確性，因而造成學習
上的困難。
目前華語聲調教學以趙元任（1959）的五度制調值標記為主要理論基礎，在教學
時著重音高、音長等調值的描述，但對於學習者來說調值較為抽象，也缺少相對客觀
的方式來呈現教學者與學習者的聲調。
綜上所述，為了解決初級華語學習者聲調教與學的問題，研究者認為有必要建置
一個能客觀呈現學習者聲調並提供具體回饋的診斷系統，以輔助華語學習。有鑑於此，
本研究目的有二：一是建置一套適用於初級華語學習者的聲調診斷與回饋系統，將語
音訊號處理（Speech Signal Processing）的相關技術運用於華語聲調診斷上，提供友善
的使用介面與直覺的回饋機制，使學習者能自行診斷聲調之正確性，並加以修正。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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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研究目的是以此工具為基礎，運用本系統進行聲調診斷，以了解本系統圖像、文
字、語音三種回饋之具體成果，而後進行學習者訪談，以了解他們對於本系統之心得。
希望研究結果能有助於華語聲調教學，提高教與學的效果，並提出相關建議，以供研
究者、教學者與學習者參考。

二、文獻探討
首先探討華語聲調理論，以作為本系統建置之重要基礎；其次討論華語聲調教學
現況，以了解教學現場問題與需求；而後探究現有華語語音診斷系統，除了解在教學
現場的運用情形之外，亦可作為本研究系統建置之參考。透過以上三者來釐清華語聲
調教學的問題與需求，然後呈現訊息設計的理論與應用的相關研究，就如何具體地呈
現聲調診斷統與回饋，以做為本系統建置之參考依據。

(一)華語聲調理論基礎
華語屬於聲調語言（tone language），語音成分可分為「聲母」、「韻母」與「聲
調」三者。本節將說明華語聲調的定義與國際公認的趙元任「五度制調值標記」，以
闡明本系統建置之重要依據。
1. 定義
聲調語言的特徵有三：一是可以區辨意義，二是彼此具有對比性，三是彼此形成
相對音高（Pike, 1948）。華語聲調是一種音高的變化，音高就是頻率，意即聲波每秒
震動的次數，在物理學上以赫茲（Hz）來表示。華語聲調指的是「字調」，是每一個
字本來的聲調。聲調存在於同一個音節中，同一音節中如果產生音高的變化，則會改
變這個音節代表的意思，亦即不同的聲調其音高與音長皆不相同，具有區辨意義的重
要功能（竺家寧，2016）。趙元任（1956）提出這種變化主要取決於聲帶振動所產生
的基本頻率（fundamental frequency, F0），簡稱基頻。華語聲調包括一聲（陰平調，高
平調，high level tone）、二聲（陽平調，高升調，high rising tone）、三聲（上聲，低
降升調，low falling-rising tone）與四聲（去聲，高降調，high falling tone），還有隨著
前一音節而變化的輕聲。
2. 五度制調值標記
目前華語聲調調值多以趙元任（1959）將聲調基頻簡化後之「五度制調值標記」
來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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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趙元任「五度制調值標記」
圖1呈現「帶音部分的基音（fundamental）的音高（pitch）在時間上的函數」（趙元任，
1959：60），其縱軸為音高，橫軸為音長，是為現今國際上公認的華語聲調標記方式。
在五度制調值標記法中，音高是一種音位，多位學者都提到音樂是屬於絕對音高，而
聲調則是相對音高，最重要的是只要不相混便可以溝通無礙（劉復，1951；趙元任，
1959；鍾榮富，2015；竺家寧，2016）。趙元任（1956）提到因為每個人有自己的音
域，均有屬於自己的「聲調五線譜」，且畫聲調曲線時僅需注意起點、終點與轉折點
（僅三聲有轉折點）即可。
綜合以上學者的看法，五度制調值標記即是運用音樂五線譜的概念來呈現華語聲
調，但所標示出來的是相對音高而非絕對音高。由於趙元任的五度制調值標記乃是當
前華語聲調與華語聲調教學的重要基礎，故本研究以此做為聲調診斷系統建置的重要
理論基礎。

(二)華語聲調教學現況
本節將探討華語聲調教學現況，欲從事此研究，則需由華語聲調教材與教法著手，
再論述華語聲調習得的情況與難點，最後彙整出華語聲調教學現場的問題與需求。
1. 華語聲調教材與教法
在教材方面，兩岸的華語教材中的聲調多依據前文提及趙元任五度制調值標記來
呈現。甚至法國根據CEFR的A1/A2級所編寫的、為法國多個學區使用的中學華語教材—
《你說呢（Méthode de chinois）》，也是根據趙元任五度制調值標記。對於聲調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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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為：「在中文裡，每個音節都有一個聲調，也就是有聲音高低的變化。聲調寫在拼
音之後，一共有四個聲調。第一個聲調高且平，第二個聲調往上揚，第三個聲調先下
降後上升，第四個聲調往下降」（Arslanqual, Lamouroux & Isabelle, 2015:16）。
在教法上，華語聲調教學融合聲母、韻母、聲調三者結合的語音教學中進行（宋
益丹，2009）。邢志群（2010）提出目前的聲調教學基本分為「分調教」與「分詞教」
兩種，前者如mā、má、mǎ、mà按聲調順序來教；後者如jīntiān（今天）、míngtiān（明
天），則以詞彙為單位來教。且華語教師多利用圖表（亦即教材所呈現之聲調圖）輔
助，示範每一個聲調後讓學習者模仿、跟讀（宋益丹，2009、邢志群，2010）。研究
者認為透過這種方式，學習者可聆聽教師示範，教師以人耳辨聽的方式給予回饋，但
人數較多的大班或是課堂之外，教師既難以一一糾正，學習者也難以自行診斷發音正
確性。
2. 華語聲調習得
在華語聲調習得的相關研究方面，呈現出兩個特點：一是集中於華語學習者的聲
調輸出表現，二是分析聲調難度並提出在教學順序上的建議。
在聲調輸出表現上，對於母語為聲調語言與非聲調語言的研究不少，如趙金銘
（1987）調查母語為聲調語言的華語學習者，發現其常見的問題為調域偏誤，亦即將
高音發成低音，反之亦然。邢志群（2010）認為對於母語非聲調語言的學習者來說，
不經過大量輸入練習，發出來的聲調是不自然的，亦即所謂的「洋腔洋調」。國別化
的聲調偏誤研究則集中於英語、日語母語者，前者如沈曉楠（1989）、王韞佳（1995）、
邢志群（2010）、歐德芬（2015）等；後者如余維（1995）等。
在聲調難度分析上，曾金金、陳靜子、張月馨（2008）根據調查結果，以英語為
母語的外籍受試者認為華語的四個聲調的由難到易依序為三聲、二聲、四聲、一聲，
日語母語者則認為是三聲、二聲、一聲、四聲。二、三聲對他們來說是最困難的。但
問卷並未釐清學習者的難點是聽辨的困難抑或是發音的困難。陳默、王建勤（2008）
通過對非華語母語者聲調意識的初期發展的調查研究，對華語聲調教學提出以下兩項
建議：針對不同母語背景的華語學習者應採取不同的聲調教學方法、針對聲調意識不
同的發展階段也應採取相應的聲調教學方法。
其他相關的研究有曾金金、陳靜子、張月馨（2008），主要是檢測學習者對於聲
調的聽辨能力與對於系統觀感的問卷調查。研究對象為英語、日語母語者，檢測題目
為隨機出現的音節組合。回饋方式以分數來呈現，分為個人與整體，可看出個人單次
檢測結果與進步情況，以及在整體受試者中的落點。學習者則表示希望能具體了解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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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聲調聽辨問題何在，以及希望增加口語檢測。
綜上所述，華語教材與教法依據趙元任五度制調值標記來呈現聲調，研究者認為
華語教學中的聲調研究最終目的應是為了解決教與學的問題，應有套具體、客觀、方
便的診斷系統來幫助學習者自我檢測並修正華語聲調。

(三)華語語音診斷系統
本節將探討華語語音診斷系統，欲從事此研究則先討論語音訊號處理，其次說明語
音處理軟體Praat及其運用，再論述當前華語語音教學系統，以作為本系統建置之參考。
1. 語音訊號處理
聲音訊號泛指由人耳聽到的各種聲音的訊號，在人類溝通與傳遞訊息的過程中扮
演著重要的角色。其中人所發出的聲音是經由聲帶振動空氣而產生的，因此人聲可表
示為一個空氣密度隨時間變化的連續函數。將聲音儲存到電腦並進行分析與處理時，
必須先將訊號數位化，而語音訊號處理（Speech Signal Process），又稱語音處理或人
聲處理，泛指數位語音訊號的處理技術及語音相關應用（Rabiner & Schafer, 2007）。
近年來，由於多媒體資訊的普及，語音訊號處理已被廣泛應用於語音編碼、語音合成、
語音增強與語音辨認等不同領域（賴建宏、王逸如，2018；張修瑞、趙偉成、羅天宏、
陳柏琳，2019；Yu, Kang, Chen, Li, & Dai, 2019）。
現在許多設備都是在數位系統中處理訊號，將人聲用麥克風或其他收音裝置收到
的語音類比訊號（analog signal），透過類比數位轉換器（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A/D
converter），依照固定的取樣頻率進行取樣與量化後，將語音類比訊號轉為語音數位訊
號（王小川，2008）。如下圖：

圖2：聲音訊號的取得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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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處理語音訊號時，通常是一小段一小段地觀察語音訊號的變化，也就是以音框
（frame）為單位，對每一音框內的訊號，分析並抽取出代表語音的特徵參數，這就是
短時段（short time）的語音訊號處理，可以計算短時段的訊號能量、過零率、自相關
函數等與時域（time domain）相關的參數，以及將一個音框內的訊號做傅立葉轉換
（short-time Fourier transform）後，得到頻域（frequency domain）中如基頻（fundamental
frequency, F0）、共振峰（formant）、頻譜（spectrum）與頻譜圖（spectrogram）等作
為後續分析與相關應用的依據（王小川，2008；Benesty, Jacob, & Huang, 2008）。
2. Praat及其運用
Praat 語 音 軟 體 1 由 荷 蘭 阿 姆 斯 特 丹 大 學 語 音 科 學 學 院 的 Paul Boersma 和 David
Weeknink兩位學者所研發，不僅免費，且可自由下載。具備語音辨識與分析的各項基
本功能，在錄音之後進行語音分析，在聲調的呈現上不僅提供波形圖、頻譜圖、聲調
曲線等圖像，更能呈現音高、音長等各項數據。在華語教學的運用方面如香港教育大
學「Praat分析示例」2中，分別呈現出北京語音、臺北語音與學習者語音三者的聲音波
形圖、頻譜圖與聲調曲線，但三者是分開呈現的，對學習者來說較難比對自身發音與
語音樣本的差異。
近年來，利用語音訊號處理技術進行華語聲調相關研究越來越得到重視，如馬寶
蓮、劉慶剛（2005）與方湘（2011）使用Praat軟體來比對教師與學習者聲調的差異，
但僅呈現頻譜圖與聲調曲線。官英華、廖憲正（2009）則是比較外籍生聲調正確曲線
和錯誤曲線、臺灣人的聲調曲線等三者，但臺灣人的曲線僅供參考，並不具備正確性
判斷的標準。以上研究由研究者立場出發，以量化方式分析語料，歸納出發音偏誤的
類型；但就教學者與學習者的立場來看，學習者難以自行判讀，且缺乏文字回饋，無
法提供自行修正之建議。
整體來說，Praat提供波形圖、頻譜圖、聲調曲線等具體圖像，以及音高、音長等
詳盡數據。對於研究者而言，能夠得到豐富的資訊；但對於學習者來說，則需將數張
圖片與其中相關的數據自行組合與對比，較不易判斷，也缺乏具體的互動與回饋。
3. 現有的華語語音教學系統
目前華語語音教學網站對於聲調有兩種主要的處理方式，一是介紹華語聲調，並
提供聽力（輸入）的練習；二是對於聲調口說（輸出）的練習給予回饋。

1
2

Praat 語音軟體網址如下：www.praat.org
香港教育大學「Praat 分析示例」：http://ec-concord.ied.edu.hk/Mandarin_Pronunciation/?page_id=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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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華語聲調並提供聽力練習者，如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漢語語音練習指南」3、
哈佛大學「Madarin Tones」4、愛荷華大學「YUYIN PRACTICE」5的聲調教學網站，
前二者以單音節介紹四聲，其次介紹連音變調，包括三聲連音、四聲連音、一與不等，
並提供音檔可練習聽辨四聲，抑或根據中文課程提供短句的聲調拼音與音檔，但並無
任何回饋機制。愛荷華大學「YUYIN PRACTICE」為聲調的聽力測驗，包括單音節字
詞與雙音節字詞，學習者根據網站提供的語音選擇或輸入正確的聲調，系統以答題正
確與否的分數來給予回饋，但雙音節聲調辨識時，若系統回饋是「不對」，則無法清
楚了解釋哪一個音節有誤。以上三個網站注重聽力練習，僅愛荷華大學的「PINYIN
PRACTICE」給予回饋。
對於聲調口說（輸出）的練習給予回饋者，如臺師大語音診斷APP—「Ni Hao」、
艾爾科技「MyCT」（我的口說華語家教，My Chinese Tutor）等。前者採中英對照，
適用於iPhone、iPod Touch、iPad等行動工具。此系統乃為零起點學習者量身訂作，逐
步模仿系統示範發音，錄製自己的發音，並練習完整說出自我介紹。該系統是以句子
為單位的診斷，讓學習者自行比對自己與示範者的發音，共有語音與波形圖兩種回饋。
後者「MyCT」也是以句子為單位，採用自行研發的「自動語音分析系統（Auto Speech
Analysis System）」，就發音、語調、流利度、音量四個層面提供分數回饋，並提出改
善建議。
以上華語語音評分系統的發展重點在於整個句子的語音，且多以聲音頻譜圖為
主，並提供聲波圖作為回饋，呈現出示範者與學習者聲調之間的落差。對於學習者來
說須自行比對，較難直接判斷自身聲調發音的正確性。
綜上所述，從華語聲調理論出發，以及華語聲調教學現場、現有的華語語音診斷
系統等各方面來看，目前的聲調診斷與回饋多為人耳辨聽或較為抽象的方式進行，且
語音教學系統多以句子為主。因此本研究欲建置一個能在華語語音學習的初期階段，
提供華語聲調客觀呈現與具體回饋的系統。

(四)訊息設計的理論與應用
本節將探討訊息設計的理論與應用，首先從訊息處理理論出發，結合雙重編碼假
說，進而探討多媒體衍生學習理論，以作為系統呈現與回饋方式之參考。

3
4
5

麻省理工學院「Madarin Tones」：http://web.mit.edu/~jinzhang/www/pinyin/tones/index.html
哈佛大學「漢語語音練習指南」：http://sites.fas.harvard.edu/~pinyin/
愛荷華大學「PINYIN PRACTICE」：http://pinyinpractice.com/tone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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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認知訊息處理理論（Congnitio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Atkinson & Shiffrin（1968、1971）的訊息處理理論指出，人類的感官接收到外來
的訊息後經過一連串的處理程序，選擇重要訊息進入長期記憶，捨棄其他訊息。簡單
來說，上述心理歷程可區分為感官收錄（Sensory register）、短期記憶（Short-term
memory）、與長期記憶（Long-term memory）三個階段。在感官收錄時還保留原本的
形式，停留在短期記憶區後呈現出反應，但只有短暫的時間。如果要進一步處理則必
須編碼並轉換成另一種形式，才能進入長期記憶區。
因此，本研究建置之系統所提供的回饋訊息，可以嘗試從視覺、聽覺、觸覺等來
刺激感官，並藉由多媒體的輔助以多種方式呈現，使學習者選擇、組織與整合各項訊
息來促進學習。
2. 雙重編碼理論（Dual-coding theory）
Paivio（1971）提出雙重編碼理論（Dual-coding theory, DCT），認為人類的認知包
含兩個系統，一是語文系統（verbal system），另一個是非語文系統（nonverbal system）。
語文系統處理語文方面的訊息，包含視覺、聽覺及其他形式的語文編碼，例如：文字
與語音等語文訊息；非語文系統則處理非語文方面的訊息，包含了視覺、嗅覺、觸覺
等訊息，例如：圖像、環境的聲音、情緒動作等。Paivio（1990）認為工作記憶依照雙
碼理論的兩種編碼系統，可分為表徵性（Representation）、關聯性（Association）及參
照性（Referential）等三種層次結構的處理運作模式。其中因為語文與非語文系統之間
則存在一種「參照性連結（Referential Connection）」關係，亦即語文與非語文系統相
互參照而產生的連結，如眼睛看到一個詞語時，腦海中會浮現這個詞語相關的意象；
相反地，也可由意象聯想到詞語。訊息若能同時用兩種編碼系統來儲存進長期記憶中，
日後的檢索將會更方便，故同時使用兩種編碼系統來記憶比只使用單一編碼系統有效
率（Paivio，1990）；若將雙碼理論應用在教育上，雙碼理論的編碼（coding）、解碼
（decoding）、理解（comprehension）、回應（response）與回想（recalling）等也可提
供豐富的教學提示（cueing）（Mayer & Sims，1994；Paivio，2007）。
3. 多媒體衍生學習理論（Generative Theory of Learning）
Mayer（1997）結合Paivio（1969）的雙重編碼理論（Dual coding theory）及Wittrock
（1974, 1990）的衍生學習理論（Generative Theory of Learning）提出「多媒體衍生學
習理論（Generative Theory of Multimedia Learning）」。Wittrock（1974, 1990）認為當
學習者專注於認知處理時，有意義的學習才會發生。Mayer（1997）則依據雙重編碼理
論解釋多媒體教材如何幫助學習者學習，他認為以語意文字（包括畫面文字和語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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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編碼的訊息可以被視覺和聽覺兩個頻道接收，形成語文模型（verbally-based
model）；而圖像編碼的訊息只能被視覺接收，形成圖像模型（visually-based model）。
這兩種系統具有相輔相成的作用，並可相互整合。他並認為一個好的多媒體輔助學習
系統能協助學習者建立「選擇」、「組織」、「整合」三種處理過程。這三個過程都
發生在工作記憶區中，因此受制於工作記憶區容量限制的關係，有效的學習有賴於多
媒體系統能輔助學習者利用工作記憶區來選擇、組織及整合資訊。
綜上所述，依據認知訊息處理理論與雙重編碼理論，多媒體學習系統若同時呈現
語文與非語文雙重刺激，可使資訊得以相互連結與整合，得以進入長期記憶區。依據
多媒體衍生學習理論，多媒體學習為雙軌學習，從感官接受訊息模式即可分為視覺與
聽覺，從訊息呈現的模式又可分為文字與圖像，兩者亦可互相整合。因此，在訊息設
計時，若能結合兩種不同訊息輸入與感官接收，如圖像與文字相互配合，將有利學習
者學習。據此，研究者以華語聲調理論為基礎，從華語聲調教學現場與學習者需求出
發，建置一介面清楚易懂、具體、客觀，具有圖像、文字、語音三重回饋功能之診斷
系統以工華語聲調教學使用。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將發展研究工具—「初級華語學習者聲調診斷系
統」；第二階段邀請三位母語與華語程度相同的初級華語學習者實際測試，並藉由訪
談，蒐集研究參與者對於本系統的使用心得。以下就診斷系統建置流程與診斷訪談分
述之。

(一)診斷系統建置流程
本系統的建置乃是以趙元任「五度制調值標記」為核心，請學習者錄製訓練用單
韻母，藉以估算學習者音高頻率範圍，並據此求算五度制調值標記法參數。學習者根
據系統顯示之隨機逐一出現提供初級華語學習者使用之《華語八千詞》A1單音節字詞
發聲並錄音，將錄音結果進行語音訊號處理，並將結果依「五度制調值標記」繪製於
畫面上，呈現出學習者所發出的聲調。學習者可藉由系統播放教師發音與繪製對應之
「五度制調值標記」供學習者聆聽與比對聲調之正確性，同時，系統將依據學習者與
教師於「五度制調值標記」上的差異，並給予明確的文字與圖形回饋，以達初級華語
學習者可自行檢視並修正聲調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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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處理步驟如圖3所示，共分為定義學習者音域範圍、求算五度制調值標記法參
數、學習者依題目發聲並錄音、語音訊號分析、繪製學習者五度制調值標記、繪製教
師五度制調值標記、提供學習者明確的回饋等七個步驟，如下圖所示。

圖3：初級華語學習者聲調診斷系統處理步驟
1. 定義學習者音域範圍：
由於聲調屬於相對音高，因此本系統首先須定義學習者音域，亦即由學習者錄製
訓練用的單韻母搭配四個聲調，分別為開口音ā、á、ǎ、à以及合口音ī、í、ǐ、ì，共八
個。圖4以單韻母開口音ā為例，左上為波形圖、左下為頻譜圖；右邊的表格中，t表示
時間，單位為秒，F0表示頻率，單位為Hz。求算基頻曲線上各點（pitch list）的頻率值
後，將各點的頻率值由大至小進行排序，求算出平均值與標準差，並於兩倍標準差範
圍內求算出頻率最高的前十筆頻率值平均與最低的前十筆頻率值之平均，分別作為音
域範圍的最高值（F0_Max）與最小值（F0_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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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求算其基頻曲線上各點（pitch list）的頻率值（以ā為例）
2. 求算五度制調值標記法參數：
由於每個人的音域範圍不盡相同，因此採用趙元任「五度制調值標記」可將一個
人的音高範圍分成四段的音程，用五個點來標明，即：一低、二半低、三中、四半高、
五高，這樣一來，只要標明起點、終點與轉折點，每一種中國方言的聲調都可以標示
得清清楚楚。於求得使用者音域範圍的最高值（F0_Max）與最小值（F0_Min）後，可
等比例分成四段音程，其中定義F0_Mid為F0_Max與F0_Min之平均值，即F0_Mid＝
（F0_Max＋F0_Min）／2，於求算過程中將原本頻率（Hz）值取log10之用意為在彼此大
小關係維持不變的前提下，將差異縮小以利運算，例如原本F0_A為300Hz，F0_B為
180Hz，其大小關係為F0_A大於F0_B，差異量為120。取log10後log10（F0_A）為2.477，
log10（F0_B）為2.255，差異量為0.222。在F0_A與F0_B彼此大小關係不變的前提下，將
差異量縮小。五度制各音程的求算方式如下表：
表1：五度制調值標記法求算方法
標號

音高程度

5

高

4

半高

3

中

2

半低

1

低

數值
log10（F0_Max）
log10（（F0_Max＋F0_Mid）／2）
log10（F0_Mid）
log10（（F0_Mid＋F0_Min）／2）
log10（F0_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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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習者依題目發聲並錄音：
系統將隨機逐一出現《華語八千詞》之A1單音節字詞，華語學習者根據系統顯示
之題目發聲並錄音，以取得學習者的語音訊號。
4. 語音訊號分析：
將學習者發聲的語音訊號進行語音訊號分析，以音框為單位，將每一個音框內的
訊號做傅立葉轉換後，求算基頻、共振峰、頻譜與頻譜圖等，據此求得基頻曲線上各
點的頻率值。
5. 繪製學習者五度制調值標記：
將學習者依題目發聲的語音訊號經過分析所得之基頻曲線上各點的頻率值，以時
間為依據，從開始到結束均分為4個區段，共取出五個等分的時間點，將各時間點對應
的頻率值取log10所得到的值對應到表1，進行查表，即可查出對應之標號，據此繪製學
習者五度制調值標記。
6. 繪製教師五度制調值標記：
教師於系統內預先錄製示範發音時與學習者採用相同流程，但本系統將教師與學
習者的音域範圍分開考量，定義出各自的五度制調值標記數值，此即前文所述之「相
對音高」的概念，亦即「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聲調五線譜」，聚焦於聲調曲線之差異。
7. 提供學習者明確的回饋：
本系統於「五度制調值標記」上同時呈現並比較教師示範與學習者之聲調曲線，
更提供明確的文字回饋，如：起音過低、收音過高等，為一更為簡單易懂，且可聽、
可見、直覺式的學習方法。本系統暫以日文為例來呈現，回饋文字如下表：
表2：聲調診斷系統文字回饋表
與示範音
調值差異6
0
起音

6

文字回饋
日文

中文

始めの音が完璧です。

起音完美

＋1

始めの音が少し高いです。

起音略高

－1

始めの音が少し低いです。

起音略低

＋2

始めの音が高すぎます。

起音過高

－2

始めの音が低すぎます。

起音過低

此處與示範音調值差異以「趙元任五度制調值標記」為標準，＋1 代表較示範音調值高一度，－1 則低
一度，以下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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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回饋

與示範音
調值差異6
0
收音

日文

中文

終わりの音が完璧です。

收音完美

＋1

終わりの音が少し高いです。

收音略高

－1

終わりの音が少し低いです。

收音略低

＋2

終わりの音が高すぎます。

收音過高

－2

終わりの音が低すぎます。

收音過低
應有先降後升的聲調變
化
不需先降後升的聲調變
化
聲調變化完美。

下げて上げる声調変化が必要です。
聲調變化

下げて上げる声調変化が必要ではありま
せん。
声調変化が完璧です。

8. 系統開發結果
本系統以Android 6.0之10吋平板電腦為開發平台，使用Android Studio為開發工
具，系統介面如圖5：

圖5：系統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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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左方為主要功能區，由下而上按鈕功能依序為上一題、錄音、停止錄音、播放
學習者錄製的聲音、聆聽教師示範發音。右方由下而上依序為下一題與使用說明。中
間的大圖呈現出學生與老師（示範者）7之聲調曲線，藍色為老師，灰色為學生；文字
回饋則於上方顯示，如：「始めの音が少し低いです。終わりの音が完璧です。下げ
て上げる声調変化が必要です。」（中譯：起音略低，收音完美，應有先降後升的聲
調變化）。透過本系統，學習者可獲得三種具體的回饋：一是「圖像回饋」，可藉由
五度制調值標記所繪製的聲調曲線，明確地對比出自己與教師的發音，知道聲調的問
題所在；二是「文字回饋」，學習者可透過文字回饋進行修正，本系統初步建置時採
用日文回饋，後續將陸續開發其他語言版本；三是「語音回饋」，學習者可以聆聽自
己的發音與教師發音。透過圖像、文字、語音三種回饋機制，學習者可以根據自身的
喜好來選擇，可利用語文、非語文訊息等雙重刺激進行學習，使資訊互相整合，促進
學習。

(二)診斷訪談
1. 訪談樣本
本研究為初級華語學習者之聲調系統建置，因此採取立意取樣的方式，由研究者
根據研究目的選取同質樣本—母語相同、華語程度初級的三位日本華語學習者進行系
統測試，分別為研究參與者A、B、C（以下簡稱為學生A、學生B、學生C），均就讀
北區某大學華語中心初級華語班。三位研究參與者同質性相當高，皆為女性大學生、
於來臺前均未學習過華語，為零起點學習者，至測試時間為止學習時數約為30個小時，
未達A1程度。由於訪談的時間為本系統測試並分析完診斷資料後進行，學生C已經回
國，故本研究訪談對象為學生A與學生B兩名。
2. 訪談題綱
本訪談提綱採半結構的訪談指引，旨在訪談研究參與者，亦即本系統實際測試者，
以了解其使用心得與建議。此訪談題綱乃由研究者根據研究目的自行編製。訪談提綱
包括以下四項：
(1) 您在學習華語聲調時的難點為何？
(2) 您覺得此診斷系統的圖像回饋怎麼樣？容易了解嗎？
A.老師跟學生的聲調曲線分別呈現在不同的圖上（指Praat的呈現方式），您覺得怎
麼樣？容易了解嗎？
7

此處之老師（示範者）為本文第二作者，具數十年華語文教學及師資培訓、華語口語與表達等相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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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老師跟學生的聲調曲線同時呈現在同一張圖上（指本系統的呈現方式），您覺得
怎麼樣？容易了解嗎？
(3) 您覺得此診斷系統的文字回饋怎麼樣？容易了解嗎？
(4) 您覺得此診斷系統對你來說有幫助嗎？能否解決聲調學習的難點？
3. 訪談流程與分析
本研究採取訪談法，訪談地點在安靜的教室，記錄工具包括筆記與錄音筆。此外，
訪談提綱只是參考，將依據研究參與者談話的內容來調整訪談問題、順序與深度。為
考量研究參與者皆為日本學習者，母語為日文，且華語程度為初級，因此訪談全程採
用日文進行。主要由本文第二作者以日文提問，當本文第一作者以中文提問時，由本
文第二作者翻譯成日文，以求溝通無礙。
訪談過程全程錄音，並據此繕打出逐字稿，以此作為資料分析的基礎。在資料分
析方面，本研究採取紮根理論（Grounded theory）為主要基礎，直接由訪談結果歸納出
抽象概念，以了解研究參與者對使用診斷工具的心得。資料編號如下：
表3：資料編碼與意義說明
編碼

意義

訪1-1-1

訪談資料第一個主題中的第一個話題中的第一個話輪

T1

教師1（本文第一作者）

T2

教師2（本文第二作者）

SA

學生A（研究參與者A）

SB

學生B（研究參與者B）

四、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節將以三位日本初級華語學習者實際測試結果為基礎，利用實驗所得之數據進
行分析。之後訪談研究者參與者，並分析訪談結果。以下將討論系統開發結果與研究
結果。

(一)聲調診斷結果
三位研究參與者各自與教師示範發音比較之聲調曲線如下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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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研究參與者（學生）與示範者（老師）發音聲調曲線之比較
1. 個別結果
由圖6可以看出學生A、B、C的發音與示範者發音之差異，呈現出的結果顯示：
學生A一聲「媽」相當穩定，聲音起點與終點均在同一音高，系統文字回饋為「始
めの音が完璧です。終わりの音が完璧です」（起音完美，收音完美）。二聲「十」
多了轉折，呈現出像是三聲先下降後上揚的趨勢，系統文字回饋為「始めの音が完璧
です。終わりの音が完璧です。下げて上げる声調変化が必要ではありません」（起
音完美，收音完美，不需先降後升的聲調變化）。三聲「女」符合先降後揚的趨勢，
系統文字回饋為「始めの音が完璧です。終わりの音が完璧です。声調変化が完璧で
す。」（起音完美，收音完美，聲調變化完美）。
學生B一聲「媽」的起點、終點雖然在同一音高，但中間多了轉折點，表示一聲不
夠穩定，系統文字回饋為「始めの音が完璧です。終わりの音が完璧です，下げて上
げる声調変化が必要ではありません」（起音完美，收音完美，不需先降後升的聲調
變化）。二聲「十」符合上揚趨勢，但起音太低，系統文字回饋為「始めの音が少し
低いです。終わりの音が完璧です」（起音略低，收音完美）。三聲「女」並未先降
後揚，呈現出較接近二聲的上揚趨勢，系統文字回饋為「始めの音が少し低いです。
終わりの音が少し高いです。下げて上げる声調変化が必要です。」（起音略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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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略高，應有先降後升的聲調變化）。
學生C的一聲「媽」穩定，但發音都較示範者低。系統文字回饋為「始めの音が少
し低いです。終わりの音が少し低いです」（起音略低，收音略低）。二聲「十」呈
現低平，並未上揚，容易與一聲相混。系統文字回饋為「始めの音が完璧です。終わ
りの音が低すぎます。」（起音略低，收音過低）。三聲「女」曲線大致符合。系統
文字回饋為「始めの音が完璧です。終わりの音が完璧です」
（起音完美，收音完美）。
2. 整體分析
由以上的研究結果顯示，三位研究參與者有兩項重要特徵：一為音高過低，二為
聲調升降變化掌握不佳。她們在一聲的發音表現不錯，但需略為注意音高問題，如學
生B、學生C，都有略低的現象；並需保持音高的穩定度，如學生B。一聲與二聲、二
聲與三聲容易混淆，前者在於忽略收音時需上揚，如學生C；後者在於不需聲調變化卻
發出像三聲的音來，如學生A。三聲表現得較佳，有與示範者完全相符的，如學生A；
也有僅有些微差異的，如學生B。

(二)訪談結果
研究者根據訪談資料歸納出「指出聲調學習難點」、「需要客觀的診斷方式」、
「需要具體清楚的回饋」等三大主題，以下分述之。
1. 指出聲調學習難點
對研究參與者來說，在學習華語聲調的初期，近似音的區辨十分困難，如二聲與
三聲間的差異（訪1-1-1、訪1-6-9），若是再加上說話速度過快的話，就更不容易分別
了（訪1-6-10、訪1-6-11）。訪談內容如下：
T2：想請問一下，你在學習中文發音時，特別是聲調，最難的是甚麼？
SA：二聲跟三聲的區別，不一樣的地方，最難。（訪1-1-1）
T1：（中文）8所以說OK。那，這邊我很好奇說，聽聲調很難這件事，是指說
不容易辨別老師今天的聲調是二聲還是一聲，二聲跟三聲？比較不容易區
辨出來，為什麼？
T2：二聲跟三聲很難嗎？
SA、SB：嗯嗯。（訪1-6-9）

8

訪談全程主要以日文進行，加註（中文）為中文提問，未加註者則為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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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老師的發音或是自己的發音？
SB：應該怎麼說呢？慢的話可以，但是如果老師說得很快的話，二聲或是三聲
就分不太出來了。（訪1-6-10）
T2：（對T1說中文）速度。如果老師講太快的話就沒有辦法分辨。
SA、SB：嗯嗯。
T1：（中文）所以太快的時候。
SA：嗯嗯。一個字的話能懂，如果在文章裡面讀的話，三聲也聽不出來了。（訪
1-6-11）
以上研究結果與趙金銘（1987）、邢志群（2010）的研究結果相符，亦即對於華
語學習者來說，聲調為學習難點，常會出現偏誤。也反映出4.1.2整體分析結果呈現出
之一、二與二、三聲容易混淆的問題。
2. 需要客觀的診斷方式
對於華語學習者來說，聲調的學習以模仿為主，但是在課堂上，教師以人耳辨聽
的方式來判斷學習者發音的正確性。訪談中，兩位研究參與者提到無論是在課堂或是
在家自行學習，都不知道自己發音的正確性（訪2-1-5、訪2-1-9）；又提到在日本的
華語教學電視節目，如NHK，教師僅示範自己的聲調發音與聲調曲線讓學習者模仿，
但是仍然無從判斷聲調正確性（訪2-6-17），因此需要一個客觀的診斷系統。訪談內
容如下：
T2：你的發音，特別是聲調，你怎麼知道正不正確？在上課的時候。
SA：我也不知道（笑）。可能正確吧！哈哈哈。（訪2-1-5）
T2：那說的時候你怎麼知道發音正不正確？
SB：不正確。
T2：那你在家自己學發音的時候，怎麼知道正不正確？
SA、SB：呃……我也不知道。
T2：我也不知道。（對T1說中文）他們自己學的時候不知道甚麼是對的，甚麼
是不對的。
SA、SB：嗯嗯。（訪2-1-9）
T1：（中文）如果在日本，那想學中文的人，你們覺得會想用這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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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有興趣嗎？對日本的學生來說，會有興趣嗎？為什麼？
SA：為什麼？在日本的時候，NHK教中文的電視節目裡面有這樣的東西，我看
過，有聲調的曲線。我們自己看了以後來學。
T2：真的嗎？跟老師的比較嗎？
SA：不是比較。只是老師的聲調，在電視節目裡面介紹。（訪2-6-17）
以上研究結果反映出聲調教學的現況，教師在教學時以示範為主，學習者跟著模
仿，這與宋益丹（2007）、邢志群（2010）的論點一致，但是不僅教師難以一一糾正；
學習者也難以判斷自己聲調是否正確。因此，在教學現場與學習者自學的場域都需要
客觀的診斷工具。
3. 需要具體清楚的回饋
在前文的文獻探討中已經提及，現有最常見的語音系統為Praat。但是相關論文研
究者並未詳細說明何謂Praat與本研究的聲調診斷系統，僅分別提供兩個語音診斷系統
的呈現方式，亦即呈現研究參與者與示範者的聲調曲線圖，讓研究參與者直接說出自
己的想法。她們提到研究參與者與示範者的聲調曲線分別於兩張圖上不易看得出區別
（指的是Praat），同時呈現在一張圖上會比較容易看得出區別（指的是本系統），而
且連續四次表達出「容易了解」的意思來（訪2-6-2、訪3-3-1~3-3-6）。除了同時呈現
之外，原因還有本聲調診斷系統有清楚的「數字」（訪3-3-6），所以比較容易了解聲
調的正確性。訪談內容如下：
T2：T1說，比較兩張圖（指Praat「女」字聲調曲線），你們覺得不容易了解的
原因是甚麼？
SA：呃……這裡直接下降比較容易了解，但是剛剛看的……如果差別很小的話
就不太容易了解差別在哪。（訪2-6-1）
T2：那在同一張圖上呢？容易看得出來嗎？
SA、SB：是（點頭）。（訪2-6-2）
T2：（指本系統，見圖6-學生A）這個是她（指學生A）的「媽」，非常完美。
SA：（笑）
T2：「女」，也很完美。
SA：（笑）
T2：藍色的是我的發音，灰色的是你的發音（指本系統，見圖6-學生A）。「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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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í」，這個是老師我的發音跟學生你的發音，在同一張圖上。這樣容易了
解嗎？
SA：容易了解。
T2：哪裡不一樣？
SA：這裡（指）。
T2：（笑）我的是shí（指藍色的曲線），你的是（指灰色的曲線）？
SA：shǐ。
T2：對對對。（拿出另一張圖。指本系統，見圖6-學生B）這個是她（指學生B）
的。這是我的「媽mā」（指著藍色的曲線），她（指學生B）的呢？（指
著灰色的曲線）
SB：mǎ（看著彎彎曲曲的線，笑）
T2：這是我的「女nǚ」（指藍色的曲線），你的呢？（指灰色的線）
SB：nǘ，哈哈哈。
T2：這樣的圖容易了解嗎？
SA、SB：是（點頭）。
T2：容易看得出不一樣的地方嗎？
SA、SB：容易了解。（訪3-3-1~3-3-5）
T2：為什麼？
SA：因為這個很容易比較，而且有數字，所以很容易看出來。（訪3-3-6）
除了聲調曲線（圖像）之外，接著詢問研究參與者對於本診斷系統的回饋與建議。
在文字回饋方面，研究參與者認為日文回饋清楚易懂（訪3-4-1、3-4-2）；在研究者說
明本系統各項操作之後，認為有圖像、文字、語音三種回饋的系統太好了，對學習發
音是有幫助的（訪3-5-1~3-5-3）。訪談內容如下：
T2：還有一個，（指本系統，見圖5）這是他（指T1）跟我做的華語聲調診斷
系統。現在有聲調曲線，還有一個是日文的說明。比如說這是她（指學生
B）的「女」，起音略低，需要有先降後升的聲調變化，現在沒有，收音
略高。
SA、SB：嗯嗯嗯。（訪3-4-1）
T2：這樣的（日文）說明容易了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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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B：很容易了解。
T2：真的嗎？
SA、SB：真的啊！（訪3-4-2）
T2：這個系統有三種回饋。第一種是這個圖，第二種是日文的說明，第三種是
按這個按鈕，老師的發音就會出現。
SA、SB：喔喔喔。
T2：你覺得這個系統怎麼樣？
SA：我覺得非常棒！
T2：真的嗎？
SA、SB：對對。
T2：這個系統對你的發音有幫助嗎？
SA、SB：有，有幫助。（訪3-5-1~3-5-3）
現有的系統（如Praat）對於聲調的診斷，如前文提及馬寶蓮、劉慶剛（2005）之
運用，多將教師與學習者的聲調曲線分別呈現於兩張圖上；本系統則將之同時呈現於
一張圖，並加上文字回饋與語音回饋，研究參與者認為是清楚且有幫助的。
最後請研究參與者以使用者的角度提出建議，她們認為若是本系統與教師有關的
資訊均採用同一顏色呈現，會比較清楚（訪5-6-15、5-6-15），此外無其他建議。

五、結論與建議
外籍華語學習者在學習聲調的過程中，無論是由專業華語教師指導並加以修正，
或聆聽CD、網站之音檔自行修正，都相對較難確切得知客觀的聲調發音結果。再加上
現有的聲調診斷系統多以研究者或教師的立場出發，僅提供頻譜圖與聲調曲線，學習
者難以自行判斷聲調正確與否。為改善此缺失，本研究採取「相對音高」的概念，對
比專屬於示範者與學習者個人之「聲調五線譜」，提供學習者華語聲調正確與否的診
斷，包括圖像回饋、文字回饋、語音回饋等三項具體回饋。以下將配合研究目的，說
明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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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結論
在本研究中，以三位日本初級華語學習者為例進行系統測試，結果顯示其聲調偏
誤現象明顯，主要有兩大特徵：一為音高過低、二為聲調升降變化掌握不佳。前者如
學生B與學生C「媽」字起音、收音均略低，與示範者差距為五度制中的一個音程；後
者如學生A「十」字與學生B「媽」字均發出聲調先降後升的變化、學生C「十」字無
上升的表現，僅發出起音、收音音高均相同的低平音；學生B「女」字則呈現的是類似
二聲的發音，無先降後升的聲調變化。以上顯示學生A、B、C對於聲調的掌握並不完
全。根據訪談結果顯示，初級華語學習者在學習聲調上確有困難，且現階段缺乏客觀
的診斷方式。因此，本系統具有圖像、文字、語音三種面向的回饋方式對於學習者來
說是可聽、可見、直覺式的診斷方式。希望未來能運用在聲調教學中，使更多學習者
受益。

(二)建議
本研究從華語聲調教學現場與學習者需求出發，建置岀一介面清楚易懂，具有圖
像、文字、語音三項回饋功能之診斷系統。
在學術研究方面，由於本研究為聲調診斷系統之初步建置，以《華語八千詞》中
的A1單音節字詞作為測試內容，僅由三位日本初級華語學習者進行測試，希望後續研
究可擴大實驗人數以收實證之效，一是增加研究參與者人數並擴及不同母語背景；二
是建立示範者語音常模，包括人數與次數。最後可根據實驗數據進行系統改善與修正。
在教學實務方面，可進行實證研究，亦即分為實驗組與對照組，一組運用本研究
所建置的聲調診斷系統來教學，一組以傳統的方式教學，最後分析並了解學習者的聲
調學習效果。
未來將以本系統提供學習者進行聲調診斷並提供修正追蹤輔導的後續研究，陸續
建置系統來診斷華語聲、韻、調相結合之單音節字詞、雙音節字詞、短句等，並開發
《華語八千詞》中各程度之華語詞彙。對於教學者來說，不僅是以人耳辨聽，或是抽
象的解說方式來教學，於課堂上更可利用本系統客觀診斷出學習者聲調之正確性；對
於學習者來說，可於課堂內外，輔以簡單易懂，且可聽、可見、直覺式的學習方法，
建構華語文數位教學或自學環境，以增進學習成效。最終目的是希望能涵括由字調、
詞調到語調的完整華語語音診斷系統之研究與建置，為華語學習者提供完整且易懂的
診斷與回饋，期望能為華語語音教學帶來實質上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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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lementation and Testing of Tone
Analytic System for Beginning Chinese
Learners
Chang, Hsun-Li

Chang, Ching-Lan**

Abstract
Chinese ton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distinguishing meaning, which is difficult for
beginner Chinese learners of non-tonal languages. At present,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tones
is based on the five level tone mark proposed by Zhao Yuanren (1959). The teaching
emphasizes on the description of pitch and length, but it is too abstract and difficult for
learners. When examining pronunciation, there is also a lack of a relatively objective way to
concretely present and compar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ones of the
teacher and the learner.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build a system that
enables beginner Chinese learners to diagnose the correctness of tones by themselves and
improve their tonal learning effects.
In this research, the "Tone Diagnosis System for Elementary Chinese Learners" was
developed first. Then, three Japanese learners of elementary Chinese were invited as study
participants to perform tests and analyze the diagnostic data. Finally, we used focus group
interviews to collect the experience of research participants. There are two research results:
(1) In the test results, we found that the pitch is too low and the tone change is not well
mastered were two main difficult points for the testers.
(2) According to the interview results, we found that the learners wanted a diagnosis system
which must give specific and clear feedbacks.
Therefore, the proposed system has three feedback methods: image, text, and voice,
which should be helpful to learners. In the future, the system can be used in the teaching of
tones, which will help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Chinese phonetics.
Keywords: Beginning Chinese Learners, Mandrain Pronunciation Teaching, Phonetic
Diagnosis, Mandarin Tones, Five Level Tone 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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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刊號

8 篇（1999.06）

《應用語文學報》發刊詞
論「叢書」
王獻唐先生日記選注
日本漢學研究近況
客語狀聲詞探析
關於〈切韻序〉的幾個問題
二十世紀報導文學的回顧
從黃州詩詞話東坡──談創作的要素
原住民文學的類型與趨向

第二號

劉兆祐
劉兆祐
丁原基
林慶彰
古國順
葉鍵得
陳光憲
江惜美
浦忠成

8 篇（2000.06）

雜著筆記之文獻資料及其運用
張金吾編《詒經堂續經解》的內容及其學術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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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溝通與分享」的基本能力研究
面向未來的本國語文教學體系──試論單元統整教學之建構
史記寫作藝術與現代報導文學
析論蘇軾詩中的想像

劉兆祐
林慶彰
丁原基
葉鍵得
陳正冶
馮永敏
陳光憲
江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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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號

10 篇（2001.06）

劉兆祐教授榮退紀念專號
《文獻通考》之文獻資料及其運用與整理──「政書」文獻資科研究之一
許印林之方志學述評
顧頡剛論《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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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疊與層遞修辭法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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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兆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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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鍵得
何石松
馮永敏
江惜美
許琇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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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的辨偽方法
宋代類書的文獻價值
客語用字待考續錄
由黃季剛先生從音以求本字論通假字
析論蘇軾詩中的心理距離
權力意志與符號的戲局──林耀德小說研究
皮日休的儒學思想
論北魏孝文帝的「六宗」說

吳哲夫
林慶彰
丁原基
古國順
葉鍵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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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萬里先生之學術成就及對中國圖書館事業之貢獻
馮琦及其《經濟類編》
上古「韻部」析論
從客語詞彙看君子「好」逑
現代漢語的構詞新探
注音符號教學探討及改進研究
析論蘇軾詩中的內模仿
〈十二月古人〉考述（一月至四月）
「俗賦」的名稱、淵源與形成
韓愈文中的孟子
郝敬儒學思想述論

第六號

劉兆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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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鍵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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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澧系聯《廣韻》切語上下字條例的教學設計與問題討論
現代漢語副詞分類的探究
林海音與兒童文學探究
析論蘇軾詩中的陽剛美
柳宗元貶謫時期詩賦之悲憤主題及其自我治療意義之研究
臺北拱樂社錄音團研究
范仲淹《易》學與革新智慧
臺灣阿美族神話傳說研究──文化內涵與起源的集體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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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兆祐
蔡秋來
葉鍵得
何永清
陳正冶
江惜美
梁淑媛
楊馥菱
陳光憲
浦忠成
余崇生
張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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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號

11 篇（2005.06）

古國順教授、陳正治教授、劉醇鑫教授榮退紀念專號
客語無字詞彙文獻探討
《四庫全書》著錄姓氏類文獻析探
《古文觀止》的嘆詞探究
關於聲韻學的幾個問題
臺華語相應滋長關係之探微（二）
兒童詩修改探討
析論蘇軾詩中的陰柔美
王國維先生之治學及其學術貢獻
本土思想的萌發：原住民族神話思維的回溯
吉藏的判教思想
韓愈的政治思想論析

第八號

何石松
丁原基
何永清
葉鍵得
蔡秋來
陳正治
江惜美
陳光憲
蒲忠成
余崇生
劉醇鑫

7 篇（2006.06）

王國維之文獻學
臺華語相應滋長關係之探微（三）
《經史正音切韻指南‧玉鑰匙門法》析論
客語生子為降子考
從《隸釋》、《隸續》看洪适對隸書的研究
臺北市行天宮楹聯的語法與修辭研究
詩畫藝術中的兩種對差

劉兆祐
蔡秋來
葉鍵得
何石松
吳俊德
何永清
梁淑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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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刊號（改版後）

5 篇（2008.12）

聲韻學與古藉研讀之關係
《戰國策》被動句式研究
真誠的愛與創造──江自得及其詩作內容析探
論謝靈運山水詩中理想人格的追求與失落
國中學生讀、寫能力之因素結構分析

第三期

5 篇（2009.12）

伊藤東涯〈聖語述〉析論
李漁《閒情偶寄》女性儀容觀探析
從美學範疇論《周易》的「立象盡意」
花東卜辭時代的異見
閱讀、批判與分析角度的自我省思──論多元開放的治學方法

第五期

陳新雄
許名瑲
陳盈妃
賴佩暄
林素珍

謝淑熙
陳伊婷
張于忻
吳俊德
楊晉龍

7 篇（2010.12）

海峽兩岸《易》學工具書編纂之回顧與展望
臺灣海陸客家語「來/去」做趨向語的相關研究
格不必盡古，而以風調勝——顧璘對格調論的實踐與補充
論臺灣兒童自然科普書寫——以《李淳陽昆蟲記》為例
古典文學的應用與抵抗——蔣渭水的文言散文與古典詩歌作品論
日本室町時代五山禪宗及其僧侶漢詩之析探
體驗交流、參與互動的作文教學走向
——從命題與批改談作文教學的更新與轉型

孫劍秋、何淑蘋
黃美鴻、鄭 縈
蘇郁芸
陳怡靜
黃信彰
林均珈
馮永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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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期

6 篇（2011.12）

戰國遣策名物考釋四則

邱敏文

臺灣四縣客家話的幾個音韻問題

劉勝權

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裡曾經與畫眉
——《樂府詩集》二首〈木蘭詩〉的互文性分析

林淑雲

相思、悟世與閒適——論關漢卿散曲之春意象

顏智英

文人的自我獨白——解析自祭文與自撰墓誌銘

郭乃禎

篇章邏輯與讀寫教學

陳滿銘

第九期
古文字「鼄」、「

5 篇（2012.12）

」、「 」、「 」論辨

張惟捷

《文心雕龍》「物感」說與「興」義之辨

黃偉倫

林語堂散文的語言美學論析

黃麗容

《國語一字多音審訂表》與語文教學綜合研究

葉鍵得

談 PISA 閱讀素養評量對十二年國教閱讀教學的意涵

第十一期

孫劍秋、林孟君

5 篇（2013.12）

卜辭商王廩辛存在的考察

吳俊德

陸粲《春秋胡氏傳辨疑》述評

張曉生

〈人間世〉的自處處人之道

吳肇嘉

敦煌寫卷 P2704 及其相關寫卷研究

劉鑒毅

曲莫《父母規》述評

葉鍵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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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期

7 篇（2014.12）

宋代經書帝王學以義理解經特點初探──以史浩《尚書講義》為主

何銘鴻

殷卜辭「」字及其相關問題

吳俊德

殷卜辭中「卩」
、「人」偏旁相通辨析

陳冠勳

漢初月朔考索──以出土簡牘為線索

許名瑲

論顏元事功思想中的「事物之學」

王詩評

集解與輯錄體解題

陳仕華

全臺首著鸞書釋疑──兼論《警世盤銘》佚文調查報告

黃文瀚

第十三期

5 篇（2015.6）

近十年（2003-2012）兩岸《易》學研究之趨向與展望
孫劍秋、何淑蘋

──以博碩士論文為範疇

華語職前教師運用多媒體於線上漢字教學初探

鄭琇仁

歷史關懷與詩性特質的交鋒
──李渝《溫州街的故事》與林燿德《一九四七高砂百合》比較

侯如綺

軍旅書寫、詩人和時代──以《家國、戰爭與情懷──國軍文藝金像獎
歷屆新詩得獎作品選輯》為討論文本

田運良

巾箱本與澤存堂本《廣韻》俗字比較──兼論與現今常用字關係

第十四期

戴光宇

5 篇（2015.12）

戲曲經典的詮釋與再現──以《桃花扇》的崑劇改編本為例

沈惠如

在情與欲之間──《紅樓夢》人物中尤三姐、尤二姐、司棋、鴛鴦的身體書寫

林偉淑

國小國語文閱讀摘要教學之實踐與反思

馮永敏、賴婷妤、陳美伶

宋代書法相關論著的書寫特徵與承襲

王皖佳

從視角凸顯論古文中名動轉換的認知策略──以醫療事件框架為例

吳佳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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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期

6 篇（2016.6）

介紹教育部五本語文工具書

葉鍵得

《論語》「諸」字用法探討

何永清

凝視與差異：嚴歌苓短篇小說中的移民男身

邱珮萱

畢沅《經典文字辨證書》字樣觀析探

邱永祺

《詩經•魏風》語言音韻風格探析

戴光宇

石成金《笑得好》之寓言研究

林怡君

第十六期

6 篇（2017.6）

《字鑑》編輯觀念探述

邱永祺

論姚文燮詩學觀：以《無異堂文集》、《昌谷集註》為討論範疇

陳沛淇

試析王國維〈《紅樓夢》評論〉之悲劇美學

陳秀絨

論中國書法「現代」與「後現代」的跨界思維與立論局限

郭晉銓

董仲舒天人思想再論

張伯宇

「比喻」在聲韻學教學上的運用

葉鍵得

第十七期

4 篇（2017.12）

隙縫中的聲響：嚴歌苓短篇小說中的移民女聲

邱珮萱

老子思想「致虛守靜」章再議──兼述其予太亟拳修煉養上的觀復

張志威

李商隱〈重有感〉晚清模擬析論──以陳玉樹〈擬李義山重有感〉兩組詩為例 張柏恩
論語境與國小國語文教學的關聯面向

黃惠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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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晉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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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唐、五代視域中的孟郊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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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從擊缽吟看清代臺灣香奩體的發展──以《詩畸》與《竹梅吟社詩鈔》為例 余育婷
〈甲骨文斷代研究例〉析議

吳俊德

唐代宗時期杜甫作品所呈現之時代獨特性

林宜陵

從《海東書院課藝》概觀晚清臺灣童生八股文教育

游適宏

歌仔戲《啾咪！愛咋》改編《愛情與偶然狂想曲》之跨文化編創探討

楊馥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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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富美

朝鮮學者權克中《周易參同契注解》內丹思想研究

王詩評

陳宗賦律賦初探──簇事聯對與格律之極致化

陳姿蓉

《罕用國字標準字體表•艸部》之收字探析

巫俊勳

臺日常用漢字對比與對日華語教材編寫建議

張金蘭

傳統中國「士」的繼承與轉向：一個現代道家型知識分子如何可能？

潘君茂

第二十二期

4 篇（2020.6）

甲骨文發現問題再探

吳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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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文獻

版本問題

明清之際冒襄（1611-1693）友倫的話語實踐──以〈五君咏〉為例

林津羽

晚清旅日書寫中的明治維新與文化共同體想像（1868-1894）

張惠珍

第二十三期

4 篇（2020.12）

詩人．詩中人．詩篇──從馬斯洛「需求理論」視角讀《詩經．魏風》

陳溫菊

陳子龍復古詩學要旨，兼論七子派說《詩》內涵

王欣慧

歌仔戲演員「腳色運用」之研究──以楊麗花電視歌仔戲為例

楊馥菱

洋腔洋調怎麼辦？－初級華語學習者聲調診斷系統建置與測試 張循鋰、張金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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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查與退稿
1. 本學報所有投稿文章均送審，審查完畢後，編輯小組會將審查意見寄給
作者。
2. 本學報來稿一律送請兩位學者專家審查，審查採雙匿名制，文稿中請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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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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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文教學領域」
1. 著者：來稿請附個人簡介（註明最高學歷及畢業學校、所屬學校機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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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關鍵字，各 3-5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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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字數：中文稿，請維持在 10,000-30,000 字，英文稿則為 10,000-16,000
字，含中英文摘要、參考書目與圖表。
5. 撰稿格式：本學報「華語文教學領域」參考資料登錄方式依據 APA 格式，
中文排列方式以作者姓名筆劃由少到多排列。
四、文稿交寄
來稿（包括文件稿三份、姓名資料（另紙書寫）及前述內容之電子檔）請
寄：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
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北市大語文學報》編輯委員會
電子檔請寄至：utch201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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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格式：每段第一行排縮兩字元；獨立引文每行排縮三字元。
二、各章節使用符號：依一、（一）、1、（1）……等順序表示。
三、標點符號：採用新式標點，除破折號、刪節號各佔兩字元外，其餘標點符
號各佔一字元，惟專書名、期刊名改用《 》
，篇名改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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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和篇名連用時，省略篇名號，如《史記•項羽本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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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註釋：採隨頁註，註釋號碼請以阿拉伯數字隨文標示。
請依下列註釋格式撰寫：
(一)首次徵引
1. 專書：葉嘉瑩：
《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上)》
（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1992 年），頁 204。
2. 論文：
(1) 期刊論文：董作賓：
〈甲骨文斷代研究的十個標準（中）
〉
，
《大陸雜
誌》第 4 卷第 9 期（1952 年 5 月），頁 20-22。
(2) 論文集論文：錢穆︰〈讀陳建學蔀通辨〉，《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七）》（臺北：素書樓文教基金會，2000 年），頁 237。
(3) 學位論文：顏崑陽：
「莊子藝術精神之研究」
（臺北：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國文學系研究所博士論文，1984 年），頁 10。
3. 古籍：
(1) 原刻本：清•阮元：
《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清嘉慶刊本，
約 1815-1816 年間），卷 12，頁 1。
(2) 影印本：清•阮元枝：
《詩經》
（臺北：藝文書局影印本，1981 年，
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卷 3，頁 4。
4. 報紙：丁邦新：
〈國內漢學研究的方向和問題〉
，
《中央日報》第 22 版，
1988 年 4 月 2 日。
5. 網路：需加註網址及檢索日期。
(二)再次徵引︰
1. 同頁連續出現：註 1 葉慶炳：
〈六朝至唐代的他界結構小說〉
，
《臺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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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報》第 3 期（1989 年 12 月），頁 10。
註 2 同前註，頁 15。
2. 不接續不同頁：註 8 葉慶炳：〈六朝至唐代的他界結構小說〉，頁 18。
(三)多次徵引：若文章中多次徵引同一本書之材料，可不必作註，而於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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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作者姓氏筆劃排序，英文書目則以字母排序，若作者姓氏筆畫相同或
一作者，其作品有兩種以上，則以出版時間為序。
六、本學報「華語文教學領域」參考資料登錄方式依據 APA 格式，中文排列方
式以作者姓名筆劃由少到多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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