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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簡旭伸教授：
談氣候變遷議題的「有感」
採訪／李宛芝　撰文／李宛芝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與環境資源學系簡旭伸教授，於108年獲頒107年度科技部傑

出研究獎。面對氣候變遷等議題，簡教授耕耘已久，此次特別邀請簡教授分享研究心

得，希望能讓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對此議題可以更「有感」。

　　氣候變遷在近幾十年來，已經在不同方面都展示出其重要性。但目前相關研究，

多關注「碳」相關的議題，如零碳、減碳，以及與此相關的碳水化合物，或是碳資本

主義的研究。簡教授對此提出反思，氣候變遷固然是重要議題，但卻有淪為發語詞的

狀況，僅是為了襯托其他問題的開頭，所以很難讓人「有感」。因此，「如何有

感」，是值得關注的重點。

　　以往，學者若提到環境相關議題，主要聚焦在人與環境的互動，但在運用詞彙

時，卻沒有細分詞彙所蘊含的範圍及概念，以「氣候」、「天氣」、「大氣」、「空

氣」、「天空」等詞彙為例，「天氣」是最接近人的尺度，天天變化；「氣候」則是

長時間的變化；「氣象」則是與行星天象相關；「大氣」（atmosphere）是更大範

圍，與外太空相連結；「天空」是廣義的垂直面向，與地面相對。這些詞彙的交互使

用，往往也會造成概念上的混淆。因此要如何讓更多人討論這些差異，讓更多人「有

感」其差異，是簡教授一開始想研究量體（volume）的起源。

　　關於量體（volume）研究，簡教授提出了兩點想法：首先，是要使氣候變遷的

議題，更貼近人的身體及日常生活的尺度，量體（volume）就變成需要納入考量的

因素。二則是國家能力的議題，以前的國家議題中，比較少討論量體（volume）環

境，如地底、深海、天空、外太空等極端環境，直到二戰後，美國首先探索深海，接

著又發展外太空，將這些極端環境視為未知領域，想辦法探究其面貌，而這些極端環

境又與軍事互相關聯，因此國家力量的問題，就不只限於平面的土地上，而是需要延

展到量體（volume）來討論。

　　平面研究為什麼無法像加入量體（volume）的研究來得「有感」？簡教授認為

有三點可以討論。一是量體（volume）具有能動性，人可以馴化動物，但能否抑制

冰山融解？以北極圈的冰山融解來說，對新加坡而言最為不利，因新加玻的經濟是仰

賴麻六甲海峽的海運運輸，若冰山的限制不再，北半球的國家就可以經由北極圈進行

海運運輸，無需再繞道麻六甲海峽。但這已非人力所能掌控，也因此量體（vol-

ume）及地球系統的作用力，是很關鍵的討論角度。而以往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對於

地球系統的關注過少，因此重新了解地球系統，或許是開啟不同思維的方式之一。

　　再者，量體的能動性，實則挑戰傳統的「邊界」及「產權」的關係。「產權」具

有排他性，因此需於地面劃定界線，在這界線中，是否包含地下？天空又應該如何劃

分？冰山融解後，原本以冰山為界的國界，又應該如何區分？又例如礦物的開採，與

斜挖井相關。地上的洞或許是屬於地面持有者，但因為開採的角度是斜的，所以地下

又是另一番複雜的可能性。這些議題都需要更多進一步研究及釐清。

　　第三，是人的身體感情與環境的關係。以霧為例，霧在眼前的時候能清楚感知到

身在霧中，且在霧中會因為無法用眼睛確認事物，因此開啟人的多重感官。船隻所配

備的霧角，就是利用人類聽覺所產生的工具。又如天空很熱的感覺要如何再現？簡教

授以Olafur Eliasson在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的天氣計畫，利用光讓人產生相應的情

感。人類行動的召喚是來自情感，因此如何勾引出人的情感，亦是一個新的議題。

　　而延伸到國家來說，民主國家與威權國家，亦展示了不同的氣候議題。

　　以中國為例，就近期的香港反送中事件來看，催淚瓦斯是在不碰觸身體的情況

下，改變周遭大氣環境，使人屈服離去。因此在國家使用催淚瓦斯來對付人民時，環

境已不再是自己的，而是受到國家控制。

　　又或是北京奧運時，中國政府透過操控雲中的水氣含量，使雲在到達北京前的區

域就提前下雨。此作法可能會影響原本不會下雨的地區的環境狀況，甚至有可能造成

生命的威脅而致死，但因為操控天氣的是國家，人民的生命又該由誰負擔責任？ 

　　若再提高到另一個高度：臭氧層，中國的工廠違背全球協議，依然持續製造氟化

物，造成臭氧層的破壞。對於全球來說，中國的國內事務，在不同高度上所產生的問

題，是極具威脅性的武器。

　　由以上例子來看，空氣、天氣到大氣，甚至到外太空，不同高度會產生的問題各

不相同。以前的研究是關注XY的平面，現在的量體（volume）研究則出現高度的Z

軸，高度的意義已經不容忽視，高度的政治、高度的權力是很關鍵的。而且高度的研

究，還需要搭配時間。以風為例，風沒有固定的上下游，但在臺灣會因為時間不同，

而有東北季風、西南季風之分，就是時間所帶來的影響。所以量體（volume）研究

要考量的，不僅有XYZ軸，還有T（Time）的問題，是四維的研究。

　　簡教授再以空汙為例，中國在解決霾害問題時，是透過威權手段，由各地區領導

負責該區域的空氣汙染問題，比如藍天指數，各地區領導必須讓該區域在一年內有多

少天是藍天，而且有儀器專門監測，是由上而下的監控。但在臺灣解決空氣汙染，則

是由下而上，因國家測站據點無法綿密分布各地，加上臺灣民間有許多有能之士，促

成民間業者Edimax和中研院合作，製作空氣盒子，提供給臺灣各地的機構，讓每個

有空氣盒子的地方，都是一個觀測站，串聯後，就可以顯示附近的相關數據，亦可以

彼此校正數值，甚至透過與其他不同資料的堆疊，如風場資料，就可以預測汙染的擴

散跟消失。而這些資料也成為與政府機關溝通的依據，進而有影響政策的可能。

　　這樣的模式就是以民主的力量共同監督，並獲取即時、廣泛的佈點資料。此外，

臺灣的追風計畫、氣象衛星資料都是公開共享，亦提供公民參與的機會，這些案例都

展示了臺灣小國大戰略的佈局。臺灣身為一個民主國家，是有機會可以做為一個模

範，講一個屬於臺灣的故事。看臺灣是如何廣泛、協力、民眾參與、由下而上，以集

體的方法，解決人類的難題。簡教授認為，未來全球在解決氣候議題時，民眾參與模

式更有勝出的可能。而臺灣已經完成的協作模式，就可以提供給其他國家借鑑參考。

　　由民主國家與威權國家的對比來看，國家的能力與角色，亦是氣候變遷議題中重

要的關注點。在威權國家中，國家機器更需要花力氣做事，以中國政府來看，北京奧

運放晴的成功案例，以致於在後續的其他賽事若下雨，反會遭民眾埋怨政府不做事。

從此也可以觀察到威權國家中的人與自然環境的關係，已經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喪失

尊重自然的心態。但在民主國家中，對於自然會有一套應對的方式，例如臺灣遇到缺

水的問題，政府會考慮海綿城市的作法，又或著宣導節約用水，抑或是調整產業結

構，並不需要積極的介入自然。

　　而對於未來在氣候變遷議題上，可以如何調整學術定位與研究焦點？簡教授首先

提出要釐清詞彙，舉例來說，「土地」、「地下」、「土壤」、「地面」、「地

球」、「大地」（land）、「領域」、「領土」、「地域」等與「地表」有關的詞

彙，不應交互使用，須區別討論。其他與地球系統相關的詞彙，也都應該要細分釐

清，才能更聚焦在所欲探討的議題。

　　另一點則是四維研究的思維，高度的Z軸與T（Time）都需要受到關注。在過往

的都市研究中，高度是權力的象徵，以前最高的是教堂，後來是政府機關，現在則是

商業摩天大樓。但現在若談到高度，則應包含空氣、天氣、大氣、外太空等，不同的

高度有不同需要關注的議題。就以空橋為例，商業摩天大樓用空橋連接，大樓及空橋

中充滿冷氣，中產階級、企業人士在大樓中享受冷氣帶來的舒適溫度，然而排放至戶

外的廢氣，卻使只能待在戶外的貧窮階級的人們，忍受製造冷氣產生熱島效應的高

溫，變成一種雙重剝削。又或是藍天，對於一般人來說是愉悅的象徵，但對於阿富汗

的小孩來說，藍天意味著美國派出的無人機可以清楚偵測地面狀況，甚至發射飛彈。

藍天屬於誰的？當藍天具有區隔化、差異化的現象時，藍天是否還是好的？

　　簡教授認為，元素地理學或許是一個新的思考方式，環境研究應該回歸到萬物的

起源，回歸根本性議題的討論，才能看到自然與人之間更複雜的關係及可能性。正因

為尚有如此多新的研究議題還是一片空白，就需要更多的學者投入。簡教授最後也希

望鼓勵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者，學術的本質就是要開創，要cutting-edge，在各種議題

中，dare to cut、dare to stand on the edge (alone if nece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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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與環境資源學系簡旭伸教授，於108年獲頒107年度科技部傑

出研究獎。面對氣候變遷等議題，簡教授耕耘已久，此次特別邀請簡教授分享研究心

得，希望能讓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對此議題可以更「有感」。

　　氣候變遷在近幾十年來，已經在不同方面都展示出其重要性。但目前相關研究，

多關注「碳」相關的議題，如零碳、減碳，以及與此相關的碳水化合物，或是碳資本

主義的研究。簡教授對此提出反思，氣候變遷固然是重要議題，但卻有淪為發語詞的

狀況，僅是為了襯托其他問題的開頭，所以很難讓人「有感」。因此，「如何有

感」，是值得關注的重點。

　　以往，學者若提到環境相關議題，主要聚焦在人與環境的互動，但在運用詞彙

時，卻沒有細分詞彙所蘊含的範圍及概念，以「氣候」、「天氣」、「大氣」、「空

氣」、「天空」等詞彙為例，「天氣」是最接近人的尺度，天天變化；「氣候」則是

長時間的變化；「氣象」則是與行星天象相關；「大氣」（atmosphere）是更大範

圍，與外太空相連結；「天空」是廣義的垂直面向，與地面相對。這些詞彙的交互使

用，往往也會造成概念上的混淆。因此要如何讓更多人討論這些差異，讓更多人「有

感」其差異，是簡教授一開始想研究量體（volume）的起源。

　　關於量體（volume）研究，簡教授提出了兩點想法：首先，是要使氣候變遷的

議題，更貼近人的身體及日常生活的尺度，量體（volume）就變成需要納入考量的

因素。二則是國家能力的議題，以前的國家議題中，比較少討論量體（volume）環

境，如地底、深海、天空、外太空等極端環境，直到二戰後，美國首先探索深海，接

著又發展外太空，將這些極端環境視為未知領域，想辦法探究其面貌，而這些極端環

境又與軍事互相關聯，因此國家力量的問題，就不只限於平面的土地上，而是需要延

展到量體（volume）來討論。

　　平面研究為什麼無法像加入量體（volume）的研究來得「有感」？簡教授認為

有三點可以討論。一是量體（volume）具有能動性，人可以馴化動物，但能否抑制

冰山融解？以北極圈的冰山融解來說，對新加坡而言最為不利，因新加玻的經濟是仰

賴麻六甲海峽的海運運輸，若冰山的限制不再，北半球的國家就可以經由北極圈進行

海運運輸，無需再繞道麻六甲海峽。但這已非人力所能掌控，也因此量體（vol-

ume）及地球系統的作用力，是很關鍵的討論角度。而以往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對於

地球系統的關注過少，因此重新了解地球系統，或許是開啟不同思維的方式之一。

　　再者，量體的能動性，實則挑戰傳統的「邊界」及「產權」的關係。「產權」具

有排他性，因此需於地面劃定界線，在這界線中，是否包含地下？天空又應該如何劃

分？冰山融解後，原本以冰山為界的國界，又應該如何區分？又例如礦物的開採，與

斜挖井相關。地上的洞或許是屬於地面持有者，但因為開採的角度是斜的，所以地下

又是另一番複雜的可能性。這些議題都需要更多進一步研究及釐清。

　　第三，是人的身體感情與環境的關係。以霧為例，霧在眼前的時候能清楚感知到

身在霧中，且在霧中會因為無法用眼睛確認事物，因此開啟人的多重感官。船隻所配

備的霧角，就是利用人類聽覺所產生的工具。又如天空很熱的感覺要如何再現？簡教

授以Olafur Eliasson在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的天氣計畫，利用光讓人產生相應的情

感。人類行動的召喚是來自情感，因此如何勾引出人的情感，亦是一個新的議題。

　　而延伸到國家來說，民主國家與威權國家，亦展示了不同的氣候議題。

　　以中國為例，就近期的香港反送中事件來看，催淚瓦斯是在不碰觸身體的情況

下，改變周遭大氣環境，使人屈服離去。因此在國家使用催淚瓦斯來對付人民時，環

境已不再是自己的，而是受到國家控制。

　　又或是北京奧運時，中國政府透過操控雲中的水氣含量，使雲在到達北京前的區

域就提前下雨。此作法可能會影響原本不會下雨的地區的環境狀況，甚至有可能造成

生命的威脅而致死，但因為操控天氣的是國家，人民的生命又該由誰負擔責任？ 

　　若再提高到另一個高度：臭氧層，中國的工廠違背全球協議，依然持續製造氟化

物，造成臭氧層的破壞。對於全球來說，中國的國內事務，在不同高度上所產生的問

題，是極具威脅性的武器。

　　由以上例子來看，空氣、天氣到大氣，甚至到外太空，不同高度會產生的問題各

不相同。以前的研究是關注XY的平面，現在的量體（volume）研究則出現高度的Z

軸，高度的意義已經不容忽視，高度的政治、高度的權力是很關鍵的。而且高度的研

究，還需要搭配時間。以風為例，風沒有固定的上下游，但在臺灣會因為時間不同，

而有東北季風、西南季風之分，就是時間所帶來的影響。所以量體（volume）研究

要考量的，不僅有XYZ軸，還有T（Time）的問題，是四維的研究。

　　簡教授再以空汙為例，中國在解決霾害問題時，是透過威權手段，由各地區領導

負責該區域的空氣汙染問題，比如藍天指數，各地區領導必須讓該區域在一年內有多

少天是藍天，而且有儀器專門監測，是由上而下的監控。但在臺灣解決空氣汙染，則

是由下而上，因國家測站據點無法綿密分布各地，加上臺灣民間有許多有能之士，促

成民間業者Edimax和中研院合作，製作空氣盒子，提供給臺灣各地的機構，讓每個

有空氣盒子的地方，都是一個觀測站，串聯後，就可以顯示附近的相關數據，亦可以

彼此校正數值，甚至透過與其他不同資料的堆疊，如風場資料，就可以預測汙染的擴

散跟消失。而這些資料也成為與政府機關溝通的依據，進而有影響政策的可能。

　　這樣的模式就是以民主的力量共同監督，並獲取即時、廣泛的佈點資料。此外，

臺灣的追風計畫、氣象衛星資料都是公開共享，亦提供公民參與的機會，這些案例都

展示了臺灣小國大戰略的佈局。臺灣身為一個民主國家，是有機會可以做為一個模

範，講一個屬於臺灣的故事。看臺灣是如何廣泛、協力、民眾參與、由下而上，以集

體的方法，解決人類的難題。簡教授認為，未來全球在解決氣候議題時，民眾參與模

式更有勝出的可能。而臺灣已經完成的協作模式，就可以提供給其他國家借鑑參考。

　　由民主國家與威權國家的對比來看，國家的能力與角色，亦是氣候變遷議題中重

要的關注點。在威權國家中，國家機器更需要花力氣做事，以中國政府來看，北京奧

運放晴的成功案例，以致於在後續的其他賽事若下雨，反會遭民眾埋怨政府不做事。

從此也可以觀察到威權國家中的人與自然環境的關係，已經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喪失

尊重自然的心態。但在民主國家中，對於自然會有一套應對的方式，例如臺灣遇到缺

水的問題，政府會考慮海綿城市的作法，又或著宣導節約用水，抑或是調整產業結

構，並不需要積極的介入自然。

　　而對於未來在氣候變遷議題上，可以如何調整學術定位與研究焦點？簡教授首先

提出要釐清詞彙，舉例來說，「土地」、「地下」、「土壤」、「地面」、「地

球」、「大地」（land）、「領域」、「領土」、「地域」等與「地表」有關的詞

彙，不應交互使用，須區別討論。其他與地球系統相關的詞彙，也都應該要細分釐

清，才能更聚焦在所欲探討的議題。

　　另一點則是四維研究的思維，高度的Z軸與T（Time）都需要受到關注。在過往

的都市研究中，高度是權力的象徵，以前最高的是教堂，後來是政府機關，現在則是

商業摩天大樓。但現在若談到高度，則應包含空氣、天氣、大氣、外太空等，不同的

高度有不同需要關注的議題。就以空橋為例，商業摩天大樓用空橋連接，大樓及空橋

中充滿冷氣，中產階級、企業人士在大樓中享受冷氣帶來的舒適溫度，然而排放至戶

外的廢氣，卻使只能待在戶外的貧窮階級的人們，忍受製造冷氣產生熱島效應的高

溫，變成一種雙重剝削。又或是藍天，對於一般人來說是愉悅的象徵，但對於阿富汗

的小孩來說，藍天意味著美國派出的無人機可以清楚偵測地面狀況，甚至發射飛彈。

藍天屬於誰的？當藍天具有區隔化、差異化的現象時，藍天是否還是好的？

　　簡教授認為，元素地理學或許是一個新的思考方式，環境研究應該回歸到萬物的

起源，回歸根本性議題的討論，才能看到自然與人之間更複雜的關係及可能性。正因

為尚有如此多新的研究議題還是一片空白，就需要更多的學者投入。簡教授最後也希

望鼓勵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者，學術的本質就是要開創，要cutting-edge，在各種議題

中，dare to cut、dare to stand on the edge (alone if nece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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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與環境資源學系簡旭伸教授，於108年獲頒107年度科技部傑

出研究獎。面對氣候變遷等議題，簡教授耕耘已久，此次特別邀請簡教授分享研究心

得，希望能讓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對此議題可以更「有感」。

　　氣候變遷在近幾十年來，已經在不同方面都展示出其重要性。但目前相關研究，

多關注「碳」相關的議題，如零碳、減碳，以及與此相關的碳水化合物，或是碳資本

主義的研究。簡教授對此提出反思，氣候變遷固然是重要議題，但卻有淪為發語詞的

狀況，僅是為了襯托其他問題的開頭，所以很難讓人「有感」。因此，「如何有

感」，是值得關注的重點。

　　以往，學者若提到環境相關議題，主要聚焦在人與環境的互動，但在運用詞彙

時，卻沒有細分詞彙所蘊含的範圍及概念，以「氣候」、「天氣」、「大氣」、「空

氣」、「天空」等詞彙為例，「天氣」是最接近人的尺度，天天變化；「氣候」則是

長時間的變化；「氣象」則是與行星天象相關；「大氣」（atmosphere）是更大範

圍，與外太空相連結；「天空」是廣義的垂直面向，與地面相對。這些詞彙的交互使

用，往往也會造成概念上的混淆。因此要如何讓更多人討論這些差異，讓更多人「有

感」其差異，是簡教授一開始想研究量體（volume）的起源。

　　關於量體（volume）研究，簡教授提出了兩點想法：首先，是要使氣候變遷的

議題，更貼近人的身體及日常生活的尺度，量體（volume）就變成需要納入考量的

因素。二則是國家能力的議題，以前的國家議題中，比較少討論量體（volume）環

境，如地底、深海、天空、外太空等極端環境，直到二戰後，美國首先探索深海，接

著又發展外太空，將這些極端環境視為未知領域，想辦法探究其面貌，而這些極端環

境又與軍事互相關聯，因此國家力量的問題，就不只限於平面的土地上，而是需要延

展到量體（volume）來討論。

　　平面研究為什麼無法像加入量體（volume）的研究來得「有感」？簡教授認為

有三點可以討論。一是量體（volume）具有能動性，人可以馴化動物，但能否抑制

冰山融解？以北極圈的冰山融解來說，對新加坡而言最為不利，因新加玻的經濟是仰

賴麻六甲海峽的海運運輸，若冰山的限制不再，北半球的國家就可以經由北極圈進行

海運運輸，無需再繞道麻六甲海峽。但這已非人力所能掌控，也因此量體（vol-

ume）及地球系統的作用力，是很關鍵的討論角度。而以往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對於

地球系統的關注過少，因此重新了解地球系統，或許是開啟不同思維的方式之一。

　　再者，量體的能動性，實則挑戰傳統的「邊界」及「產權」的關係。「產權」具

有排他性，因此需於地面劃定界線，在這界線中，是否包含地下？天空又應該如何劃

分？冰山融解後，原本以冰山為界的國界，又應該如何區分？又例如礦物的開採，與

斜挖井相關。地上的洞或許是屬於地面持有者，但因為開採的角度是斜的，所以地下

又是另一番複雜的可能性。這些議題都需要更多進一步研究及釐清。

　　第三，是人的身體感情與環境的關係。以霧為例，霧在眼前的時候能清楚感知到

身在霧中，且在霧中會因為無法用眼睛確認事物，因此開啟人的多重感官。船隻所配

備的霧角，就是利用人類聽覺所產生的工具。又如天空很熱的感覺要如何再現？簡教

授以Olafur Eliasson在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的天氣計畫，利用光讓人產生相應的情

感。人類行動的召喚是來自情感，因此如何勾引出人的情感，亦是一個新的議題。

　　而延伸到國家來說，民主國家與威權國家，亦展示了不同的氣候議題。

　　以中國為例，就近期的香港反送中事件來看，催淚瓦斯是在不碰觸身體的情況

下，改變周遭大氣環境，使人屈服離去。因此在國家使用催淚瓦斯來對付人民時，環

境已不再是自己的，而是受到國家控制。

　　又或是北京奧運時，中國政府透過操控雲中的水氣含量，使雲在到達北京前的區

域就提前下雨。此作法可能會影響原本不會下雨的地區的環境狀況，甚至有可能造成

生命的威脅而致死，但因為操控天氣的是國家，人民的生命又該由誰負擔責任？ 

　　若再提高到另一個高度：臭氧層，中國的工廠違背全球協議，依然持續製造氟化

物，造成臭氧層的破壞。對於全球來說，中國的國內事務，在不同高度上所產生的問

題，是極具威脅性的武器。

　　由以上例子來看，空氣、天氣到大氣，甚至到外太空，不同高度會產生的問題各

不相同。以前的研究是關注XY的平面，現在的量體（volume）研究則出現高度的Z

軸，高度的意義已經不容忽視，高度的政治、高度的權力是很關鍵的。而且高度的研

究，還需要搭配時間。以風為例，風沒有固定的上下游，但在臺灣會因為時間不同，

而有東北季風、西南季風之分，就是時間所帶來的影響。所以量體（volume）研究

要考量的，不僅有XYZ軸，還有T（Time）的問題，是四維的研究。

　　簡教授再以空汙為例，中國在解決霾害問題時，是透過威權手段，由各地區領導

負責該區域的空氣汙染問題，比如藍天指數，各地區領導必須讓該區域在一年內有多

少天是藍天，而且有儀器專門監測，是由上而下的監控。但在臺灣解決空氣汙染，則

是由下而上，因國家測站據點無法綿密分布各地，加上臺灣民間有許多有能之士，促

成民間業者Edimax和中研院合作，製作空氣盒子，提供給臺灣各地的機構，讓每個

有空氣盒子的地方，都是一個觀測站，串聯後，就可以顯示附近的相關數據，亦可以

彼此校正數值，甚至透過與其他不同資料的堆疊，如風場資料，就可以預測汙染的擴

散跟消失。而這些資料也成為與政府機關溝通的依據，進而有影響政策的可能。

　　這樣的模式就是以民主的力量共同監督，並獲取即時、廣泛的佈點資料。此外，

臺灣的追風計畫、氣象衛星資料都是公開共享，亦提供公民參與的機會，這些案例都

展示了臺灣小國大戰略的佈局。臺灣身為一個民主國家，是有機會可以做為一個模

範，講一個屬於臺灣的故事。看臺灣是如何廣泛、協力、民眾參與、由下而上，以集

體的方法，解決人類的難題。簡教授認為，未來全球在解決氣候議題時，民眾參與模

式更有勝出的可能。而臺灣已經完成的協作模式，就可以提供給其他國家借鑑參考。

　　由民主國家與威權國家的對比來看，國家的能力與角色，亦是氣候變遷議題中重

要的關注點。在威權國家中，國家機器更需要花力氣做事，以中國政府來看，北京奧

運放晴的成功案例，以致於在後續的其他賽事若下雨，反會遭民眾埋怨政府不做事。

從此也可以觀察到威權國家中的人與自然環境的關係，已經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喪失

尊重自然的心態。但在民主國家中，對於自然會有一套應對的方式，例如臺灣遇到缺

水的問題，政府會考慮海綿城市的作法，又或著宣導節約用水，抑或是調整產業結

構，並不需要積極的介入自然。

　　而對於未來在氣候變遷議題上，可以如何調整學術定位與研究焦點？簡教授首先

提出要釐清詞彙，舉例來說，「土地」、「地下」、「土壤」、「地面」、「地

球」、「大地」（land）、「領域」、「領土」、「地域」等與「地表」有關的詞

彙，不應交互使用，須區別討論。其他與地球系統相關的詞彙，也都應該要細分釐

清，才能更聚焦在所欲探討的議題。

　　另一點則是四維研究的思維，高度的Z軸與T（Time）都需要受到關注。在過往

的都市研究中，高度是權力的象徵，以前最高的是教堂，後來是政府機關，現在則是

商業摩天大樓。但現在若談到高度，則應包含空氣、天氣、大氣、外太空等，不同的

高度有不同需要關注的議題。就以空橋為例，商業摩天大樓用空橋連接，大樓及空橋

中充滿冷氣，中產階級、企業人士在大樓中享受冷氣帶來的舒適溫度，然而排放至戶

外的廢氣，卻使只能待在戶外的貧窮階級的人們，忍受製造冷氣產生熱島效應的高

溫，變成一種雙重剝削。又或是藍天，對於一般人來說是愉悅的象徵，但對於阿富汗

的小孩來說，藍天意味著美國派出的無人機可以清楚偵測地面狀況，甚至發射飛彈。

藍天屬於誰的？當藍天具有區隔化、差異化的現象時，藍天是否還是好的？

　　簡教授認為，元素地理學或許是一個新的思考方式，環境研究應該回歸到萬物的

起源，回歸根本性議題的討論，才能看到自然與人之間更複雜的關係及可能性。正因

為尚有如此多新的研究議題還是一片空白，就需要更多的學者投入。簡教授最後也希

望鼓勵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者，學術的本質就是要開創，要cutting-edge，在各種議題

中，dare to cut、dare to stand on the edge (alone if nece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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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研究獎。面對氣候變遷等議題，簡教授耕耘已久，此次特別邀請簡教授分享研究心

得，希望能讓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對此議題可以更「有感」。

　　氣候變遷在近幾十年來，已經在不同方面都展示出其重要性。但目前相關研究，

多關注「碳」相關的議題，如零碳、減碳，以及與此相關的碳水化合物，或是碳資本

主義的研究。簡教授對此提出反思，氣候變遷固然是重要議題，但卻有淪為發語詞的

狀況，僅是為了襯托其他問題的開頭，所以很難讓人「有感」。因此，「如何有

感」，是值得關注的重點。

　　以往，學者若提到環境相關議題，主要聚焦在人與環境的互動，但在運用詞彙

時，卻沒有細分詞彙所蘊含的範圍及概念，以「氣候」、「天氣」、「大氣」、「空

氣」、「天空」等詞彙為例，「天氣」是最接近人的尺度，天天變化；「氣候」則是

長時間的變化；「氣象」則是與行星天象相關；「大氣」（atmosphere）是更大範

圍，與外太空相連結；「天空」是廣義的垂直面向，與地面相對。這些詞彙的交互使

用，往往也會造成概念上的混淆。因此要如何讓更多人討論這些差異，讓更多人「有

感」其差異，是簡教授一開始想研究量體（volume）的起源。

　　關於量體（volume）研究，簡教授提出了兩點想法：首先，是要使氣候變遷的

議題，更貼近人的身體及日常生活的尺度，量體（volume）就變成需要納入考量的

因素。二則是國家能力的議題，以前的國家議題中，比較少討論量體（volume）環

境，如地底、深海、天空、外太空等極端環境，直到二戰後，美國首先探索深海，接

著又發展外太空，將這些極端環境視為未知領域，想辦法探究其面貌，而這些極端環

境又與軍事互相關聯，因此國家力量的問題，就不只限於平面的土地上，而是需要延

展到量體（volume）來討論。

　　平面研究為什麼無法像加入量體（volume）的研究來得「有感」？簡教授認為

有三點可以討論。一是量體（volume）具有能動性，人可以馴化動物，但能否抑制

冰山融解？以北極圈的冰山融解來說，對新加坡而言最為不利，因新加玻的經濟是仰

賴麻六甲海峽的海運運輸，若冰山的限制不再，北半球的國家就可以經由北極圈進行

海運運輸，無需再繞道麻六甲海峽。但這已非人力所能掌控，也因此量體（vol-

ume）及地球系統的作用力，是很關鍵的討論角度。而以往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對於

地球系統的關注過少，因此重新了解地球系統，或許是開啟不同思維的方式之一。

　　再者，量體的能動性，實則挑戰傳統的「邊界」及「產權」的關係。「產權」具

有排他性，因此需於地面劃定界線，在這界線中，是否包含地下？天空又應該如何劃

分？冰山融解後，原本以冰山為界的國界，又應該如何區分？又例如礦物的開採，與

斜挖井相關。地上的洞或許是屬於地面持有者，但因為開採的角度是斜的，所以地下

又是另一番複雜的可能性。這些議題都需要更多進一步研究及釐清。

　　第三，是人的身體感情與環境的關係。以霧為例，霧在眼前的時候能清楚感知到

身在霧中，且在霧中會因為無法用眼睛確認事物，因此開啟人的多重感官。船隻所配

備的霧角，就是利用人類聽覺所產生的工具。又如天空很熱的感覺要如何再現？簡教

授以Olafur Eliasson在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的天氣計畫，利用光讓人產生相應的情

感。人類行動的召喚是來自情感，因此如何勾引出人的情感，亦是一個新的議題。

　　而延伸到國家來說，民主國家與威權國家，亦展示了不同的氣候議題。

　　以中國為例，就近期的香港反送中事件來看，催淚瓦斯是在不碰觸身體的情況

下，改變周遭大氣環境，使人屈服離去。因此在國家使用催淚瓦斯來對付人民時，環

境已不再是自己的，而是受到國家控制。

　　又或是北京奧運時，中國政府透過操控雲中的水氣含量，使雲在到達北京前的區

域就提前下雨。此作法可能會影響原本不會下雨的地區的環境狀況，甚至有可能造成

生命的威脅而致死，但因為操控天氣的是國家，人民的生命又該由誰負擔責任？ 

　　若再提高到另一個高度：臭氧層，中國的工廠違背全球協議，依然持續製造氟化

物，造成臭氧層的破壞。對於全球來說，中國的國內事務，在不同高度上所產生的問

題，是極具威脅性的武器。

　　由以上例子來看，空氣、天氣到大氣，甚至到外太空，不同高度會產生的問題各

不相同。以前的研究是關注XY的平面，現在的量體（volume）研究則出現高度的Z

軸，高度的意義已經不容忽視，高度的政治、高度的權力是很關鍵的。而且高度的研

究，還需要搭配時間。以風為例，風沒有固定的上下游，但在臺灣會因為時間不同，

而有東北季風、西南季風之分，就是時間所帶來的影響。所以量體（volume）研究

要考量的，不僅有XYZ軸，還有T（Time）的問題，是四維的研究。

　　簡教授再以空汙為例，中國在解決霾害問題時，是透過威權手段，由各地區領導

負責該區域的空氣汙染問題，比如藍天指數，各地區領導必須讓該區域在一年內有多

少天是藍天，而且有儀器專門監測，是由上而下的監控。但在臺灣解決空氣汙染，則

是由下而上，因國家測站據點無法綿密分布各地，加上臺灣民間有許多有能之士，促

成民間業者Edimax和中研院合作，製作空氣盒子，提供給臺灣各地的機構，讓每個

有空氣盒子的地方，都是一個觀測站，串聯後，就可以顯示附近的相關數據，亦可以

彼此校正數值，甚至透過與其他不同資料的堆疊，如風場資料，就可以預測汙染的擴

散跟消失。而這些資料也成為與政府機關溝通的依據，進而有影響政策的可能。

　　這樣的模式就是以民主的力量共同監督，並獲取即時、廣泛的佈點資料。此外，

臺灣的追風計畫、氣象衛星資料都是公開共享，亦提供公民參與的機會，這些案例都

展示了臺灣小國大戰略的佈局。臺灣身為一個民主國家，是有機會可以做為一個模

範，講一個屬於臺灣的故事。看臺灣是如何廣泛、協力、民眾參與、由下而上，以集

體的方法，解決人類的難題。簡教授認為，未來全球在解決氣候議題時，民眾參與模

式更有勝出的可能。而臺灣已經完成的協作模式，就可以提供給其他國家借鑑參考。

　　由民主國家與威權國家的對比來看，國家的能力與角色，亦是氣候變遷議題中重

要的關注點。在威權國家中，國家機器更需要花力氣做事，以中國政府來看，北京奧

運放晴的成功案例，以致於在後續的其他賽事若下雨，反會遭民眾埋怨政府不做事。

從此也可以觀察到威權國家中的人與自然環境的關係，已經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喪失

尊重自然的心態。但在民主國家中，對於自然會有一套應對的方式，例如臺灣遇到缺

水的問題，政府會考慮海綿城市的作法，又或著宣導節約用水，抑或是調整產業結

構，並不需要積極的介入自然。

　　而對於未來在氣候變遷議題上，可以如何調整學術定位與研究焦點？簡教授首先

提出要釐清詞彙，舉例來說，「土地」、「地下」、「土壤」、「地面」、「地

球」、「大地」（land）、「領域」、「領土」、「地域」等與「地表」有關的詞

彙，不應交互使用，須區別討論。其他與地球系統相關的詞彙，也都應該要細分釐

清，才能更聚焦在所欲探討的議題。

　　另一點則是四維研究的思維，高度的Z軸與T（Time）都需要受到關注。在過往

的都市研究中，高度是權力的象徵，以前最高的是教堂，後來是政府機關，現在則是

商業摩天大樓。但現在若談到高度，則應包含空氣、天氣、大氣、外太空等，不同的

高度有不同需要關注的議題。就以空橋為例，商業摩天大樓用空橋連接，大樓及空橋

中充滿冷氣，中產階級、企業人士在大樓中享受冷氣帶來的舒適溫度，然而排放至戶

外的廢氣，卻使只能待在戶外的貧窮階級的人們，忍受製造冷氣產生熱島效應的高

溫，變成一種雙重剝削。又或是藍天，對於一般人來說是愉悅的象徵，但對於阿富汗

的小孩來說，藍天意味著美國派出的無人機可以清楚偵測地面狀況，甚至發射飛彈。

藍天屬於誰的？當藍天具有區隔化、差異化的現象時，藍天是否還是好的？

　　簡教授認為，元素地理學或許是一個新的思考方式，環境研究應該回歸到萬物的

起源，回歸根本性議題的討論，才能看到自然與人之間更複雜的關係及可能性。正因

為尚有如此多新的研究議題還是一片空白，就需要更多的學者投入。簡教授最後也希

望鼓勵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者，學術的本質就是要開創，要cutting-edge，在各種議題

中，dare to cut、dare to stand on the edge (alone if nece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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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訪問學者專訪：
熊玉雯助理教授談即時攝影對戲劇的影響
採訪／李宛芝、鄭惠倫　撰文／李宛芝

　　2019年暑假期間，任職於中原大學應用語文學系的熊玉雯助理教授，自7月中旬

起，來中心展開為期兩個月的訪問。熊助理教授的研究領域主要有戲劇與電影、文學

與跨文化研究等。此次特別邀請熊助理教授分享來訪的計畫與心得。

　　談到研究的起點，熊助理教授大學時期就讀國立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甫進大

學時的英文寫作課，寫作主題之一就是形容戲劇的舞臺，且當時許多戲劇研究的大家

如彭鏡禧教授、紀蔚然教授、司徒芝萍教授等都在政大授課，因此開啟熊助理教授對

歐美文學及戲劇的興趣。

　　在美國攻讀碩士及博士學位時，熊助理教授的研究集中在比較文學。在一次偶然

的機會下，看到1920年代由洪深所創作的戲劇《趙閻王》，熊助理教授十分訝異於

1920年代的中國已有如此現代化的戲劇，甚至可以說，在21世紀的現在來搬演這齣

戲，《趙閻王》完全符合現代戲劇的樣貌。

　　每個時期的戲劇都有不同的表現方式，1920年代以表現主義為主流。表現主義

的起源是繪畫，挪威畫家孟克的畫作《吶喊》代表表現主義的經典創作之一。此種繪

畫的表現手法，進而影響戲劇的演出方式。在戲劇表演中，表現主義以戲劇舞台效

果、演員誇飾的語言或肢體動作，來表現角色內心不論是扭曲、醜陋或瘋狂的部分。

　　洪深的《趙閻王》一劇就帶有濃厚的表現主義色彩，洪深於1920年代時在美國

留學，留學期間，除了參加過哈佛大學戲劇工作坊的訓練外，亦與許多美國劇作家交

流。當時正好是表現主義盛行的時期，美國著名的劇作家Eugene O'Neill正好也於

之前參與了哈佛大學的同個工作坊，或許亦影響了洪深創作戲劇的方向。然而，中國

的話劇在1920年代，僅是剛起步的狀態。中國傳統戲劇跨越到現代戲劇的模式，是

相當巨大的轉變，所以當時的觀眾無法理解演員在場上的獨白及誇張肢體動作的表現

方式，對於洪深戲劇的接受度也就不高。

　　熊助理教授由於《趙閻王》一劇的啟發，因此將研究重心專注於比較文學中的戲

劇比較研究，加上熊助理教授本身受到不少文學理論的訓練，因此在分析戲劇時，會

較偏重於戲劇理論，又因為表現主義是從繪畫開始，熊助理教授也會特別關注視覺的

分析。透過觀察洪深與表現主義相關人物的交流與創作，熊助理教授看到了中西戲劇

受到表現主義影響的進程，也成為熊助理教授研究戲劇的契機。

　　此次來訪中心的研究計畫，熊助理教授就將主題聚焦在英國戲劇導演凱蒂‧米契

爾（Katie Mitchell）改編自瑞典劇作家史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的劇作

《茱莉小姐》（                 ）。此劇於2017年時來臺演出，導演凱蒂‧米契爾除了

將敘事視角改換為原作中的配角廚娘克莉絲汀（Kristin）外，更利用了即時攝影

（live cinema）技術，提供觀眾不同的戲劇觀看經驗。

　　導演凱蒂‧米契爾為英國牛津大學出身的「正統」劇作家，但在實習時，去過其

他歐洲國家學習不同的戲劇技法，特別是關於科技技術應用的部分，並且將這些技法

帶回英國，但卻不為英國保守傳統戲劇界所接受。因此後來轉往德國發展，也在其他

歐洲國家磨練對於戲劇創作的敏感度及多媒體技術，並獲得肯定。《茱莉小姐》正是

她的理念與技術的展現，不僅從女性主義的觀點切入此劇，同時凱蒂‧米契爾的多媒

體技術與傳統認知的多媒體不同，其所採用的即時攝影技術結合了電影跟戲劇的特

長，將兩者融合。近兩年凱蒂‧米契爾的劇作也於英國打響知名度，受邀回英國演

出，為英國傳統戲劇界帶來新風潮，雖然仍有不少反對的聲音，但這些辯論，也恰好

為熊助理教授提供很好的研究素材。

　　談到《茱莉小姐》使用的即時攝影技術，熊助理教授首先解釋，一般在觀看戲劇

時，都是透過演員的語言及肢體動作來表達劇情，但由於舞臺與觀眾距離的關係，所

以很難觀察到演員細部的臉部表情或手部動作。此外，在以往的戲劇表演中若有搭配

影片，也都是已經錄好的素材，並將其放在舞臺後方當作背景，用來取代某部分的戲

劇場景或呈現涵義。

　　即時攝影是在舞臺上架設攝影機及屏幕，利用攝影機的特寫拍攝，將影像即時在

舞臺上方的屏幕播放，所以觀眾除了演員的表演外，亦能透過屏幕中的影像，捕捉導

演想要強調的細節。也因為要求影像能即時呈現，所以即時攝影的技術難度相對提

高，攝影師必須隨時抓住拍攝的時間點，為此就需要精準的走位才能完成每一次的拍

攝。因此，即時攝影對綵排也更加重視，因為必須透過不斷的走位、定位，才能確認

整部戲劇需要拍攝的細節。即時攝影技術可說是橫跨了戲劇和電影，不像電影是呈現

已錄製的畫面，而是將整個影像的製作過程，直接在觀眾眼前搬演，即拍即播，將影

像的生產過程（production）變成最後成品（product）的一部分，就連攝影師的流

暢走位及精練動作，都成為舞臺上的賣點之一。

　　即時攝影技術既是電影生產過程的呈現，同時也是戲劇當時性的一種展現。電影

即便拍攝的是電影製作過程，但一樣是事後的放映，而戲劇的本質就是當下的即時

性，即時攝影利用這個特點，呈現電影達不到的表現方式。尤其在戲劇與電影之間，

常常看起來是戲劇受電影影響較多，例如採用電影的影片或手法加入戲劇中。但是即

時攝影是將電影中最菁華的製作部分，即時生產，讓生產過程和表演成果在戲劇的

「現場」即時呈現。

　　當然這種手法有利有弊，譬如說觀眾的視線會不知道該著落何方，因為其中有演

員的表演，也有屏幕放映的細部畫面。不過就戲劇的理論來說，觀眾本來就會全面的

觀看舞臺，並找到自己感興趣的關注焦點，所以即時攝影並不違反戲劇觀看的原則。

同時，即時攝影觀看的效果，可以讓觀眾游移在演員跟屏幕的表演之中，讓觀眾可以

比較兩者之間的差異性。所以在戲劇表演理論中，即時攝影的演出一方面結合戲劇的

呈現方式，一方面也給戲劇表演提供新的思考方向。即時攝影讓攝影機的角度、攝影

機拍攝出的影像的角度、演員的角度，以及臺下觀眾的角度，都融合在當下的場景之

中。

　　熊助理教授想更進一步關注的是此種技術呈現方式下的時空議題。舞臺上的演員

表演是現時？抑或是影像所呈現的是現時？所以何為真實？即時的呈現是否為真？此

外，《茱莉小姐》是採用原劇其中一位配角的觀點來詮釋戲劇的內容，不僅批判觀者

以影像為主的狀況，而且影像是該位角色的主觀視角，因此觀看的視野會受角色的影

響。所以整個過程是否也非即時客觀影像的呈現，而是角色主觀想法的即時呈現？熊

助理教授希望可以利用來訪期間梳理這些議題。

　　熊助理教授也提到，此議題恰好與熱門前瞻議題中的跨媒體研究相關，選擇來訪

中心，主要是希望運用中心提供的臺大圖書館資源，因為戲劇領域的相關評論或研

究，多散見於各報章雜誌的評論中，臺大圖書館的資源在此點上提供很多幫助。此

外，臺大戲劇系亦有許多相關資源可以運用，對熊助理教授此次的研究議題有所助

益。熊助理教授也提到，目前論文已經在撰寫，很高興有這樣的機會到中心來訪，並

完成自己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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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暑假期間，任職於中原大學應用語文學系的熊玉雯助理教授，自7月中旬

起，來中心展開為期兩個月的訪問。熊助理教授的研究領域主要有戲劇與電影、文學

與跨文化研究等。此次特別邀請熊助理教授分享來訪的計畫與心得。

　　談到研究的起點，熊助理教授大學時期就讀國立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甫進大

學時的英文寫作課，寫作主題之一就是形容戲劇的舞臺，且當時許多戲劇研究的大家

如彭鏡禧教授、紀蔚然教授、司徒芝萍教授等都在政大授課，因此開啟熊助理教授對

歐美文學及戲劇的興趣。

　　在美國攻讀碩士及博士學位時，熊助理教授的研究集中在比較文學。在一次偶然

的機會下，看到1920年代由洪深所創作的戲劇《趙閻王》，熊助理教授十分訝異於

1920年代的中國已有如此現代化的戲劇，甚至可以說，在21世紀的現在來搬演這齣

戲，《趙閻王》完全符合現代戲劇的樣貌。

　　每個時期的戲劇都有不同的表現方式，1920年代以表現主義為主流。表現主義

的起源是繪畫，挪威畫家孟克的畫作《吶喊》代表表現主義的經典創作之一。此種繪

畫的表現手法，進而影響戲劇的演出方式。在戲劇表演中，表現主義以戲劇舞台效

果、演員誇飾的語言或肢體動作，來表現角色內心不論是扭曲、醜陋或瘋狂的部分。

　　洪深的《趙閻王》一劇就帶有濃厚的表現主義色彩，洪深於1920年代時在美國

留學，留學期間，除了參加過哈佛大學戲劇工作坊的訓練外，亦與許多美國劇作家交

流。當時正好是表現主義盛行的時期，美國著名的劇作家Eugene O'Neill正好也於

之前參與了哈佛大學的同個工作坊，或許亦影響了洪深創作戲劇的方向。然而，中國

的話劇在1920年代，僅是剛起步的狀態。中國傳統戲劇跨越到現代戲劇的模式，是

相當巨大的轉變，所以當時的觀眾無法理解演員在場上的獨白及誇張肢體動作的表現

方式，對於洪深戲劇的接受度也就不高。

　　熊助理教授由於《趙閻王》一劇的啟發，因此將研究重心專注於比較文學中的戲

劇比較研究，加上熊助理教授本身受到不少文學理論的訓練，因此在分析戲劇時，會

較偏重於戲劇理論，又因為表現主義是從繪畫開始，熊助理教授也會特別關注視覺的

分析。透過觀察洪深與表現主義相關人物的交流與創作，熊助理教授看到了中西戲劇

受到表現主義影響的進程，也成為熊助理教授研究戲劇的契機。

　　此次來訪中心的研究計畫，熊助理教授就將主題聚焦在英國戲劇導演凱蒂‧米契

爾（Katie Mitchell）改編自瑞典劇作家史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的劇作

《茱莉小姐》（                 ）。此劇於2017年時來臺演出，導演凱蒂‧米契爾除了

將敘事視角改換為原作中的配角廚娘克莉絲汀（Kristin）外，更利用了即時攝影

（live cinema）技術，提供觀眾不同的戲劇觀看經驗。

　　導演凱蒂‧米契爾為英國牛津大學出身的「正統」劇作家，但在實習時，去過其

他歐洲國家學習不同的戲劇技法，特別是關於科技技術應用的部分，並且將這些技法

帶回英國，但卻不為英國保守傳統戲劇界所接受。因此後來轉往德國發展，也在其他

歐洲國家磨練對於戲劇創作的敏感度及多媒體技術，並獲得肯定。《茱莉小姐》正是

她的理念與技術的展現，不僅從女性主義的觀點切入此劇，同時凱蒂‧米契爾的多媒

體技術與傳統認知的多媒體不同，其所採用的即時攝影技術結合了電影跟戲劇的特

長，將兩者融合。近兩年凱蒂‧米契爾的劇作也於英國打響知名度，受邀回英國演

出，為英國傳統戲劇界帶來新風潮，雖然仍有不少反對的聲音，但這些辯論，也恰好

為熊助理教授提供很好的研究素材。

　　談到《茱莉小姐》使用的即時攝影技術，熊助理教授首先解釋，一般在觀看戲劇

時，都是透過演員的語言及肢體動作來表達劇情，但由於舞臺與觀眾距離的關係，所

以很難觀察到演員細部的臉部表情或手部動作。此外，在以往的戲劇表演中若有搭配

影片，也都是已經錄好的素材，並將其放在舞臺後方當作背景，用來取代某部分的戲

劇場景或呈現涵義。

　　即時攝影是在舞臺上架設攝影機及屏幕，利用攝影機的特寫拍攝，將影像即時在

舞臺上方的屏幕播放，所以觀眾除了演員的表演外，亦能透過屏幕中的影像，捕捉導

演想要強調的細節。也因為要求影像能即時呈現，所以即時攝影的技術難度相對提

高，攝影師必須隨時抓住拍攝的時間點，為此就需要精準的走位才能完成每一次的拍

攝。因此，即時攝影對綵排也更加重視，因為必須透過不斷的走位、定位，才能確認

整部戲劇需要拍攝的細節。即時攝影技術可說是橫跨了戲劇和電影，不像電影是呈現

已錄製的畫面，而是將整個影像的製作過程，直接在觀眾眼前搬演，即拍即播，將影

像的生產過程（production）變成最後成品（product）的一部分，就連攝影師的流

暢走位及精練動作，都成為舞臺上的賣點之一。

　　即時攝影技術既是電影生產過程的呈現，同時也是戲劇當時性的一種展現。電影

即便拍攝的是電影製作過程，但一樣是事後的放映，而戲劇的本質就是當下的即時

性，即時攝影利用這個特點，呈現電影達不到的表現方式。尤其在戲劇與電影之間，

常常看起來是戲劇受電影影響較多，例如採用電影的影片或手法加入戲劇中。但是即

時攝影是將電影中最菁華的製作部分，即時生產，讓生產過程和表演成果在戲劇的

「現場」即時呈現。

　　當然這種手法有利有弊，譬如說觀眾的視線會不知道該著落何方，因為其中有演

員的表演，也有屏幕放映的細部畫面。不過就戲劇的理論來說，觀眾本來就會全面的

觀看舞臺，並找到自己感興趣的關注焦點，所以即時攝影並不違反戲劇觀看的原則。

同時，即時攝影觀看的效果，可以讓觀眾游移在演員跟屏幕的表演之中，讓觀眾可以

比較兩者之間的差異性。所以在戲劇表演理論中，即時攝影的演出一方面結合戲劇的

呈現方式，一方面也給戲劇表演提供新的思考方向。即時攝影讓攝影機的角度、攝影

機拍攝出的影像的角度、演員的角度，以及臺下觀眾的角度，都融合在當下的場景之

中。

　　熊助理教授想更進一步關注的是此種技術呈現方式下的時空議題。舞臺上的演員

表演是現時？抑或是影像所呈現的是現時？所以何為真實？即時的呈現是否為真？此

外，《茱莉小姐》是採用原劇其中一位配角的觀點來詮釋戲劇的內容，不僅批判觀者

以影像為主的狀況，而且影像是該位角色的主觀視角，因此觀看的視野會受角色的影

響。所以整個過程是否也非即時客觀影像的呈現，而是角色主觀想法的即時呈現？熊

助理教授希望可以利用來訪期間梳理這些議題。

　　熊助理教授也提到，此議題恰好與熱門前瞻議題中的跨媒體研究相關，選擇來訪

中心，主要是希望運用中心提供的臺大圖書館資源，因為戲劇領域的相關評論或研

究，多散見於各報章雜誌的評論中，臺大圖書館的資源在此點上提供很多幫助。此

外，臺大戲劇系亦有許多相關資源可以運用，對熊助理教授此次的研究議題有所助

益。熊助理教授也提到，目前論文已經在撰寫，很高興有這樣的機會到中心來訪，並

完成自己的研究成果。

Miss Ju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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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暑假期間，任職於中原大學應用語文學系的熊玉雯助理教授，自7月中旬

起，來中心展開為期兩個月的訪問。熊助理教授的研究領域主要有戲劇與電影、文學

與跨文化研究等。此次特別邀請熊助理教授分享來訪的計畫與心得。

　　談到研究的起點，熊助理教授大學時期就讀國立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甫進大

學時的英文寫作課，寫作主題之一就是形容戲劇的舞臺，且當時許多戲劇研究的大家

如彭鏡禧教授、紀蔚然教授、司徒芝萍教授等都在政大授課，因此開啟熊助理教授對

歐美文學及戲劇的興趣。

　　在美國攻讀碩士及博士學位時，熊助理教授的研究集中在比較文學。在一次偶然

的機會下，看到1920年代由洪深所創作的戲劇《趙閻王》，熊助理教授十分訝異於

1920年代的中國已有如此現代化的戲劇，甚至可以說，在21世紀的現在來搬演這齣

戲，《趙閻王》完全符合現代戲劇的樣貌。

　　每個時期的戲劇都有不同的表現方式，1920年代以表現主義為主流。表現主義

的起源是繪畫，挪威畫家孟克的畫作《吶喊》代表表現主義的經典創作之一。此種繪

畫的表現手法，進而影響戲劇的演出方式。在戲劇表演中，表現主義以戲劇舞台效

果、演員誇飾的語言或肢體動作，來表現角色內心不論是扭曲、醜陋或瘋狂的部分。

　　洪深的《趙閻王》一劇就帶有濃厚的表現主義色彩，洪深於1920年代時在美國

留學，留學期間，除了參加過哈佛大學戲劇工作坊的訓練外，亦與許多美國劇作家交

流。當時正好是表現主義盛行的時期，美國著名的劇作家Eugene O'Neill正好也於

之前參與了哈佛大學的同個工作坊，或許亦影響了洪深創作戲劇的方向。然而，中國

的話劇在1920年代，僅是剛起步的狀態。中國傳統戲劇跨越到現代戲劇的模式，是

相當巨大的轉變，所以當時的觀眾無法理解演員在場上的獨白及誇張肢體動作的表現

方式，對於洪深戲劇的接受度也就不高。

　　熊助理教授由於《趙閻王》一劇的啟發，因此將研究重心專注於比較文學中的戲

劇比較研究，加上熊助理教授本身受到不少文學理論的訓練，因此在分析戲劇時，會

較偏重於戲劇理論，又因為表現主義是從繪畫開始，熊助理教授也會特別關注視覺的

分析。透過觀察洪深與表現主義相關人物的交流與創作，熊助理教授看到了中西戲劇

受到表現主義影響的進程，也成為熊助理教授研究戲劇的契機。

　　此次來訪中心的研究計畫，熊助理教授就將主題聚焦在英國戲劇導演凱蒂‧米契

爾（Katie Mitchell）改編自瑞典劇作家史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的劇作

《茱莉小姐》（                 ）。此劇於2017年時來臺演出，導演凱蒂‧米契爾除了

將敘事視角改換為原作中的配角廚娘克莉絲汀（Kristin）外，更利用了即時攝影

（live cinema）技術，提供觀眾不同的戲劇觀看經驗。

　　導演凱蒂‧米契爾為英國牛津大學出身的「正統」劇作家，但在實習時，去過其

他歐洲國家學習不同的戲劇技法，特別是關於科技技術應用的部分，並且將這些技法

帶回英國，但卻不為英國保守傳統戲劇界所接受。因此後來轉往德國發展，也在其他

歐洲國家磨練對於戲劇創作的敏感度及多媒體技術，並獲得肯定。《茱莉小姐》正是

她的理念與技術的展現，不僅從女性主義的觀點切入此劇，同時凱蒂‧米契爾的多媒

體技術與傳統認知的多媒體不同，其所採用的即時攝影技術結合了電影跟戲劇的特

長，將兩者融合。近兩年凱蒂‧米契爾的劇作也於英國打響知名度，受邀回英國演

出，為英國傳統戲劇界帶來新風潮，雖然仍有不少反對的聲音，但這些辯論，也恰好

為熊助理教授提供很好的研究素材。

　　談到《茱莉小姐》使用的即時攝影技術，熊助理教授首先解釋，一般在觀看戲劇

時，都是透過演員的語言及肢體動作來表達劇情，但由於舞臺與觀眾距離的關係，所

以很難觀察到演員細部的臉部表情或手部動作。此外，在以往的戲劇表演中若有搭配

影片，也都是已經錄好的素材，並將其放在舞臺後方當作背景，用來取代某部分的戲

劇場景或呈現涵義。

　　即時攝影是在舞臺上架設攝影機及屏幕，利用攝影機的特寫拍攝，將影像即時在

舞臺上方的屏幕播放，所以觀眾除了演員的表演外，亦能透過屏幕中的影像，捕捉導

演想要強調的細節。也因為要求影像能即時呈現，所以即時攝影的技術難度相對提

高，攝影師必須隨時抓住拍攝的時間點，為此就需要精準的走位才能完成每一次的拍

攝。因此，即時攝影對綵排也更加重視，因為必須透過不斷的走位、定位，才能確認

整部戲劇需要拍攝的細節。即時攝影技術可說是橫跨了戲劇和電影，不像電影是呈現

已錄製的畫面，而是將整個影像的製作過程，直接在觀眾眼前搬演，即拍即播，將影

像的生產過程（production）變成最後成品（product）的一部分，就連攝影師的流

暢走位及精練動作，都成為舞臺上的賣點之一。

　　即時攝影技術既是電影生產過程的呈現，同時也是戲劇當時性的一種展現。電影

即便拍攝的是電影製作過程，但一樣是事後的放映，而戲劇的本質就是當下的即時

性，即時攝影利用這個特點，呈現電影達不到的表現方式。尤其在戲劇與電影之間，

常常看起來是戲劇受電影影響較多，例如採用電影的影片或手法加入戲劇中。但是即

時攝影是將電影中最菁華的製作部分，即時生產，讓生產過程和表演成果在戲劇的

「現場」即時呈現。

　　當然這種手法有利有弊，譬如說觀眾的視線會不知道該著落何方，因為其中有演

員的表演，也有屏幕放映的細部畫面。不過就戲劇的理論來說，觀眾本來就會全面的

觀看舞臺，並找到自己感興趣的關注焦點，所以即時攝影並不違反戲劇觀看的原則。

同時，即時攝影觀看的效果，可以讓觀眾游移在演員跟屏幕的表演之中，讓觀眾可以

比較兩者之間的差異性。所以在戲劇表演理論中，即時攝影的演出一方面結合戲劇的

呈現方式，一方面也給戲劇表演提供新的思考方向。即時攝影讓攝影機的角度、攝影

機拍攝出的影像的角度、演員的角度，以及臺下觀眾的角度，都融合在當下的場景之

中。

　　熊助理教授想更進一步關注的是此種技術呈現方式下的時空議題。舞臺上的演員

表演是現時？抑或是影像所呈現的是現時？所以何為真實？即時的呈現是否為真？此

外，《茱莉小姐》是採用原劇其中一位配角的觀點來詮釋戲劇的內容，不僅批判觀者

以影像為主的狀況，而且影像是該位角色的主觀視角，因此觀看的視野會受角色的影

響。所以整個過程是否也非即時客觀影像的呈現，而是角色主觀想法的即時呈現？熊

助理教授希望可以利用來訪期間梳理這些議題。

　　熊助理教授也提到，此議題恰好與熱門前瞻議題中的跨媒體研究相關，選擇來訪

中心，主要是希望運用中心提供的臺大圖書館資源，因為戲劇領域的相關評論或研

究，多散見於各報章雜誌的評論中，臺大圖書館的資源在此點上提供很多幫助。此

外，臺大戲劇系亦有許多相關資源可以運用，對熊助理教授此次的研究議題有所助

益。熊助理教授也提到，目前論文已經在撰寫，很高興有這樣的機會到中心來訪，並

完成自己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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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

people

　　2019年暑假期間，任職於中原大學應用語文學系的熊玉雯助理教授，自7月中旬

起，來中心展開為期兩個月的訪問。熊助理教授的研究領域主要有戲劇與電影、文學

與跨文化研究等。此次特別邀請熊助理教授分享來訪的計畫與心得。

　　談到研究的起點，熊助理教授大學時期就讀國立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甫進大

學時的英文寫作課，寫作主題之一就是形容戲劇的舞臺，且當時許多戲劇研究的大家

如彭鏡禧教授、紀蔚然教授、司徒芝萍教授等都在政大授課，因此開啟熊助理教授對

歐美文學及戲劇的興趣。

　　在美國攻讀碩士及博士學位時，熊助理教授的研究集中在比較文學。在一次偶然

的機會下，看到1920年代由洪深所創作的戲劇《趙閻王》，熊助理教授十分訝異於

1920年代的中國已有如此現代化的戲劇，甚至可以說，在21世紀的現在來搬演這齣

戲，《趙閻王》完全符合現代戲劇的樣貌。

　　每個時期的戲劇都有不同的表現方式，1920年代以表現主義為主流。表現主義

的起源是繪畫，挪威畫家孟克的畫作《吶喊》代表表現主義的經典創作之一。此種繪

畫的表現手法，進而影響戲劇的演出方式。在戲劇表演中，表現主義以戲劇舞台效

果、演員誇飾的語言或肢體動作，來表現角色內心不論是扭曲、醜陋或瘋狂的部分。

　　洪深的《趙閻王》一劇就帶有濃厚的表現主義色彩，洪深於1920年代時在美國

留學，留學期間，除了參加過哈佛大學戲劇工作坊的訓練外，亦與許多美國劇作家交

流。當時正好是表現主義盛行的時期，美國著名的劇作家Eugene O'Neill正好也於

之前參與了哈佛大學的同個工作坊，或許亦影響了洪深創作戲劇的方向。然而，中國

的話劇在1920年代，僅是剛起步的狀態。中國傳統戲劇跨越到現代戲劇的模式，是

相當巨大的轉變，所以當時的觀眾無法理解演員在場上的獨白及誇張肢體動作的表現

方式，對於洪深戲劇的接受度也就不高。

　　熊助理教授由於《趙閻王》一劇的啟發，因此將研究重心專注於比較文學中的戲

劇比較研究，加上熊助理教授本身受到不少文學理論的訓練，因此在分析戲劇時，會

較偏重於戲劇理論，又因為表現主義是從繪畫開始，熊助理教授也會特別關注視覺的

分析。透過觀察洪深與表現主義相關人物的交流與創作，熊助理教授看到了中西戲劇

受到表現主義影響的進程，也成為熊助理教授研究戲劇的契機。

　　此次來訪中心的研究計畫，熊助理教授就將主題聚焦在英國戲劇導演凱蒂‧米契

爾（Katie Mitchell）改編自瑞典劇作家史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的劇作

《茱莉小姐》（                 ）。此劇於2017年時來臺演出，導演凱蒂‧米契爾除了

將敘事視角改換為原作中的配角廚娘克莉絲汀（Kristin）外，更利用了即時攝影

（live cinema）技術，提供觀眾不同的戲劇觀看經驗。

　　導演凱蒂‧米契爾為英國牛津大學出身的「正統」劇作家，但在實習時，去過其

他歐洲國家學習不同的戲劇技法，特別是關於科技技術應用的部分，並且將這些技法

帶回英國，但卻不為英國保守傳統戲劇界所接受。因此後來轉往德國發展，也在其他

歐洲國家磨練對於戲劇創作的敏感度及多媒體技術，並獲得肯定。《茱莉小姐》正是

她的理念與技術的展現，不僅從女性主義的觀點切入此劇，同時凱蒂‧米契爾的多媒

體技術與傳統認知的多媒體不同，其所採用的即時攝影技術結合了電影跟戲劇的特

長，將兩者融合。近兩年凱蒂‧米契爾的劇作也於英國打響知名度，受邀回英國演

出，為英國傳統戲劇界帶來新風潮，雖然仍有不少反對的聲音，但這些辯論，也恰好

為熊助理教授提供很好的研究素材。

　　談到《茱莉小姐》使用的即時攝影技術，熊助理教授首先解釋，一般在觀看戲劇

時，都是透過演員的語言及肢體動作來表達劇情，但由於舞臺與觀眾距離的關係，所

以很難觀察到演員細部的臉部表情或手部動作。此外，在以往的戲劇表演中若有搭配

影片，也都是已經錄好的素材，並將其放在舞臺後方當作背景，用來取代某部分的戲

劇場景或呈現涵義。

　　即時攝影是在舞臺上架設攝影機及屏幕，利用攝影機的特寫拍攝，將影像即時在

舞臺上方的屏幕播放，所以觀眾除了演員的表演外，亦能透過屏幕中的影像，捕捉導

演想要強調的細節。也因為要求影像能即時呈現，所以即時攝影的技術難度相對提

高，攝影師必須隨時抓住拍攝的時間點，為此就需要精準的走位才能完成每一次的拍

攝。因此，即時攝影對綵排也更加重視，因為必須透過不斷的走位、定位，才能確認

整部戲劇需要拍攝的細節。即時攝影技術可說是橫跨了戲劇和電影，不像電影是呈現

已錄製的畫面，而是將整個影像的製作過程，直接在觀眾眼前搬演，即拍即播，將影

像的生產過程（production）變成最後成品（product）的一部分，就連攝影師的流

暢走位及精練動作，都成為舞臺上的賣點之一。

　　即時攝影技術既是電影生產過程的呈現，同時也是戲劇當時性的一種展現。電影

即便拍攝的是電影製作過程，但一樣是事後的放映，而戲劇的本質就是當下的即時

性，即時攝影利用這個特點，呈現電影達不到的表現方式。尤其在戲劇與電影之間，

常常看起來是戲劇受電影影響較多，例如採用電影的影片或手法加入戲劇中。但是即

時攝影是將電影中最菁華的製作部分，即時生產，讓生產過程和表演成果在戲劇的

「現場」即時呈現。

　　當然這種手法有利有弊，譬如說觀眾的視線會不知道該著落何方，因為其中有演

員的表演，也有屏幕放映的細部畫面。不過就戲劇的理論來說，觀眾本來就會全面的

觀看舞臺，並找到自己感興趣的關注焦點，所以即時攝影並不違反戲劇觀看的原則。

同時，即時攝影觀看的效果，可以讓觀眾游移在演員跟屏幕的表演之中，讓觀眾可以

比較兩者之間的差異性。所以在戲劇表演理論中，即時攝影的演出一方面結合戲劇的

呈現方式，一方面也給戲劇表演提供新的思考方向。即時攝影讓攝影機的角度、攝影

機拍攝出的影像的角度、演員的角度，以及臺下觀眾的角度，都融合在當下的場景之

中。

　　熊助理教授想更進一步關注的是此種技術呈現方式下的時空議題。舞臺上的演員

表演是現時？抑或是影像所呈現的是現時？所以何為真實？即時的呈現是否為真？此

外，《茱莉小姐》是採用原劇其中一位配角的觀點來詮釋戲劇的內容，不僅批判觀者

以影像為主的狀況，而且影像是該位角色的主觀視角，因此觀看的視野會受角色的影

「國內訪問學者」申請受理時間：每年1月、4月、7月、10月

　‧詳細資訊可參考：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85

響。所以整個過程是否也非即時客觀影像的呈現，而是角色主觀想法的即時呈現？熊

助理教授希望可以利用來訪期間梳理這些議題。

　　熊助理教授也提到，此議題恰好與熱門前瞻議題中的跨媒體研究相關，選擇來訪

中心，主要是希望運用中心提供的臺大圖書館資源，因為戲劇領域的相關評論或研

究，多散見於各報章雜誌的評論中，臺大圖書館的資源在此點上提供很多幫助。此

外，臺大戲劇系亦有許多相關資源可以運用，對熊助理教授此次的研究議題有所助

益。熊助理教授也提到，目前論文已經在撰寫，很高興有這樣的機會到中心來訪，並

完成自己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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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大師下午茶─
珠江流域的世界連繫：一個歷史視角與文化布局
撰文／蔣馥蓁（前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六月下旬，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邀請了知名人類學家耶魯大學蕭鳳霞

（Helen F. Siu)教授，進行「人文大師下午茶‧珠江流域的世界聯繫：一個歷史視

角與文化布局」講座，與年輕學者交流對話，分享她多年出入田野的心得，以及近年

關注的跨學科、跨地域的宏觀研究課題，並強調隨研究對象之不同而調整研究視野與

視角的重要性。

　　蕭教授在香港出生成長，後負笈美國。多年來以珠江三角洲為中心進行長期且細

緻的田野工作，致力探討南中國的文化、歷史和政經變遷。近年又將研究焦點集中在

香港邁向國際大都會過程中的文化轉變、亞洲互聯，以及中非交往等幾個範圍。除研

究外，她還出任美國、香港和亞洲多個學術研究撥款委員會成員，並於香港大學創建

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促進跨學科、跨地域研究課題。其著作向來引起同行討論與反

思。

　　本次講座蕭教授先從香港、珠三角、嶺南視角出發，指出香港之所以成為中心紐

帶（hub），其實是由於跨地域性的經歷使然。因為香港不只是一座小島，其海洋、

東方等特性，促使她在每個關鍵的歷史時刻，造就了自身獨特的城市性格。事實上，

這讓每個文化底蘊厚實的城市，例如澳門、廣州等，成為備受矚目的對象。這些東方

城市有些還帶著殖民背景，承襲歐洲文化特色，也因此反襯出如今中國國家政治許多

重大政治議題。在過去二十年間，香港主權更易，期間面對諸多挑戰和壓力，從而調

整重塑自身的認同與觀念，進而探問什麼是香港人、香港地、香港認同、香港想像。

　　研究香港，首先應該問：香港作為一個地方，所指為何（how we define Hong 

Kong as a place）？什麼是香港的本土（Hong Kong local）？她指出，如果從香港

／珠三角向外看，首先看到的是遼闊的海洋而不是山，然後才可能是北邊的內陸。

「嶺南文化／歷史」作為一個文化遺產／傳統，對中國是很重要的，其海洋特質與北

方中國的中原地區相當不同。討論香港，不僅不能割捨其所內蘊的南中國脈絡，而且

還應當進一步將其置放在亞洲脈絡裡思考。因此，用歷史人類學的方式了解香港的現

在與未來，就是要了解香港是如何從其過去歷史中建構出來。數百年來從世界及中國

大陸不同地方進入香港的人口，帶來不同文化與價值，共同鑄造了香港。香港一直被

視為充滿機會之地，也是個避難之所。多元背景帶來了不同價值，使其有別於其他城

市。香港從在地到地區，再到全球的發展歷程飽含不同元素，在競爭中得以賡續，成

為不斷發展的動力。　

　　擴展視域，將更能豐富我們的思考。以港澳珠三角為例，早在西漢時期的南越

王，在廣州（番禺）地區建立了海洋王國的文明，從其孫子墓中壁畫可以看到當時已

有船隻在海上活動。唐宋以後，廣州當地的「南海神廟」、大宗祠，甚至是南洋地區

的祠廟，當中的崇祀神或建築裝飾，都顯示出海外交流的痕跡；更不用說明清以降頻

繁的貿易往來、人口流動、政治活動等等。一個生動的例子是有名的海盜鄭芝龍，他

娶了日本妻子（即鄭成功的母親），曾經以澳門作為根據地，在他那張知名的畫像

中，可以看到他身後有一位强悍的黑人衛士，縱觀鄭氏整個海事流動歷程，可以看到

有非常混雜的文化融合。相對的，粵人向海外移民也開展了以省港澳為樞紐的世界連

結，以「粵語聲景」（soundscape）跨出去，直到所謂的南洋、東洋、西洋，舊金

山、新金山等等，建立華人社群。

　　蕭教授尤其強調，研究者需要注意時間與空間兩個元素。新的方法論發展要求我

們能夠兼顧地方與全球，但同時間也一定要仔細辨識歷史的豐富層次以及人在其中的

能動性。必須知道，時間跟空間是不能割離的，時間面向越大，空間關照自然也要更

廣，彼此間是有機的流動，交互作用。了解注視的對象，掌握其構成。她的研究向被

貼上了「華南幫」的標籤，但確切地說：「眼界才不只囿限於華南！」根本的挑戰是

歷史人類學要能夠找到對人的意義（meaning for people），讓人能夠在歷史中被對

照起來。

　　由於長期的社會科學研究與人文關懷使然，蕭教授心繫香港多元文化融合與民

主。她透露到目前正進行的一個課題，是關於香港文化諸面向與身份認同的紀錄片，

關懷與手法相當跨域。座談時間由主持人簡美玲教授先作小結，繼而與與會學者交

流，討論熱烈。

左起為主講人美國耶魯大學人類學系蕭鳳霞教授、
主持人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簡美玲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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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下旬，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邀請了知名人類學家耶魯大學蕭鳳霞

（Helen F. Siu)教授，進行「人文大師下午茶‧珠江流域的世界聯繫：一個歷史視

角與文化布局」講座，與年輕學者交流對話，分享她多年出入田野的心得，以及近年

關注的跨學科、跨地域的宏觀研究課題，並強調隨研究對象之不同而調整研究視野與

視角的重要性。

　　蕭教授在香港出生成長，後負笈美國。多年來以珠江三角洲為中心進行長期且細

緻的田野工作，致力探討南中國的文化、歷史和政經變遷。近年又將研究焦點集中在

香港邁向國際大都會過程中的文化轉變、亞洲互聯，以及中非交往等幾個範圍。除研

究外，她還出任美國、香港和亞洲多個學術研究撥款委員會成員，並於香港大學創建

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促進跨學科、跨地域研究課題。其著作向來引起同行討論與反

思。

　　本次講座蕭教授先從香港、珠三角、嶺南視角出發，指出香港之所以成為中心紐

帶（hub），其實是由於跨地域性的經歷使然。因為香港不只是一座小島，其海洋、

東方等特性，促使她在每個關鍵的歷史時刻，造就了自身獨特的城市性格。事實上，

這讓每個文化底蘊厚實的城市，例如澳門、廣州等，成為備受矚目的對象。這些東方

城市有些還帶著殖民背景，承襲歐洲文化特色，也因此反襯出如今中國國家政治許多

重大政治議題。在過去二十年間，香港主權更易，期間面對諸多挑戰和壓力，從而調

整重塑自身的認同與觀念，進而探問什麼是香港人、香港地、香港認同、香港想像。

　　研究香港，首先應該問：香港作為一個地方，所指為何（how we define Hong 

Kong as a place）？什麼是香港的本土（Hong Kong local）？她指出，如果從香港

／珠三角向外看，首先看到的是遼闊的海洋而不是山，然後才可能是北邊的內陸。

「嶺南文化／歷史」作為一個文化遺產／傳統，對中國是很重要的，其海洋特質與北

方中國的中原地區相當不同。討論香港，不僅不能割捨其所內蘊的南中國脈絡，而且

還應當進一步將其置放在亞洲脈絡裡思考。因此，用歷史人類學的方式了解香港的現

在與未來，就是要了解香港是如何從其過去歷史中建構出來。數百年來從世界及中國

大陸不同地方進入香港的人口，帶來不同文化與價值，共同鑄造了香港。香港一直被

視為充滿機會之地，也是個避難之所。多元背景帶來了不同價值，使其有別於其他城

市。香港從在地到地區，再到全球的發展歷程飽含不同元素，在競爭中得以賡續，成

為不斷發展的動力。　

　　擴展視域，將更能豐富我們的思考。以港澳珠三角為例，早在西漢時期的南越

王，在廣州（番禺）地區建立了海洋王國的文明，從其孫子墓中壁畫可以看到當時已

有船隻在海上活動。唐宋以後，廣州當地的「南海神廟」、大宗祠，甚至是南洋地區

的祠廟，當中的崇祀神或建築裝飾，都顯示出海外交流的痕跡；更不用說明清以降頻

繁的貿易往來、人口流動、政治活動等等。一個生動的例子是有名的海盜鄭芝龍，他

娶了日本妻子（即鄭成功的母親），曾經以澳門作為根據地，在他那張知名的畫像

中，可以看到他身後有一位强悍的黑人衛士，縱觀鄭氏整個海事流動歷程，可以看到

有非常混雜的文化融合。相對的，粵人向海外移民也開展了以省港澳為樞紐的世界連

結，以「粵語聲景」（soundscape）跨出去，直到所謂的南洋、東洋、西洋，舊金

山、新金山等等，建立華人社群。

　　蕭教授尤其強調，研究者需要注意時間與空間兩個元素。新的方法論發展要求我

們能夠兼顧地方與全球，但同時間也一定要仔細辨識歷史的豐富層次以及人在其中的

能動性。必須知道，時間跟空間是不能割離的，時間面向越大，空間關照自然也要更

廣，彼此間是有機的流動，交互作用。了解注視的對象，掌握其構成。她的研究向被

貼上了「華南幫」的標籤，但確切地說：「眼界才不只囿限於華南！」根本的挑戰是

歷史人類學要能夠找到對人的意義（meaning for people），讓人能夠在歷史中被對

照起來。

　　由於長期的社會科學研究與人文關懷使然，蕭教授心繫香港多元文化融合與民

主。她透露到目前正進行的一個課題，是關於香港文化諸面向與身份認同的紀錄片，

關懷與手法相當跨域。座談時間由主持人簡美玲教授先作小結，繼而與與會學者交

流，討論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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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下旬，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邀請了知名人類學家耶魯大學蕭鳳霞

（Helen F. Siu)教授，進行「人文大師下午茶‧珠江流域的世界聯繫：一個歷史視

角與文化布局」講座，與年輕學者交流對話，分享她多年出入田野的心得，以及近年

關注的跨學科、跨地域的宏觀研究課題，並強調隨研究對象之不同而調整研究視野與

視角的重要性。

　　蕭教授在香港出生成長，後負笈美國。多年來以珠江三角洲為中心進行長期且細

緻的田野工作，致力探討南中國的文化、歷史和政經變遷。近年又將研究焦點集中在

香港邁向國際大都會過程中的文化轉變、亞洲互聯，以及中非交往等幾個範圍。除研

究外，她還出任美國、香港和亞洲多個學術研究撥款委員會成員，並於香港大學創建

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促進跨學科、跨地域研究課題。其著作向來引起同行討論與反

思。

　　本次講座蕭教授先從香港、珠三角、嶺南視角出發，指出香港之所以成為中心紐

帶（hub），其實是由於跨地域性的經歷使然。因為香港不只是一座小島，其海洋、

東方等特性，促使她在每個關鍵的歷史時刻，造就了自身獨特的城市性格。事實上，

這讓每個文化底蘊厚實的城市，例如澳門、廣州等，成為備受矚目的對象。這些東方

城市有些還帶著殖民背景，承襲歐洲文化特色，也因此反襯出如今中國國家政治許多

重大政治議題。在過去二十年間，香港主權更易，期間面對諸多挑戰和壓力，從而調

整重塑自身的認同與觀念，進而探問什麼是香港人、香港地、香港認同、香港想像。

　　研究香港，首先應該問：香港作為一個地方，所指為何（how we define Hong 

Kong as a place）？什麼是香港的本土（Hong Kong local）？她指出，如果從香港

／珠三角向外看，首先看到的是遼闊的海洋而不是山，然後才可能是北邊的內陸。

「嶺南文化／歷史」作為一個文化遺產／傳統，對中國是很重要的，其海洋特質與北

方中國的中原地區相當不同。討論香港，不僅不能割捨其所內蘊的南中國脈絡，而且

還應當進一步將其置放在亞洲脈絡裡思考。因此，用歷史人類學的方式了解香港的現

在與未來，就是要了解香港是如何從其過去歷史中建構出來。數百年來從世界及中國

大陸不同地方進入香港的人口，帶來不同文化與價值，共同鑄造了香港。香港一直被

視為充滿機會之地，也是個避難之所。多元背景帶來了不同價值，使其有別於其他城

市。香港從在地到地區，再到全球的發展歷程飽含不同元素，在競爭中得以賡續，成

為不斷發展的動力。　

　　擴展視域，將更能豐富我們的思考。以港澳珠三角為例，早在西漢時期的南越

王，在廣州（番禺）地區建立了海洋王國的文明，從其孫子墓中壁畫可以看到當時已

有船隻在海上活動。唐宋以後，廣州當地的「南海神廟」、大宗祠，甚至是南洋地區

的祠廟，當中的崇祀神或建築裝飾，都顯示出海外交流的痕跡；更不用說明清以降頻

繁的貿易往來、人口流動、政治活動等等。一個生動的例子是有名的海盜鄭芝龍，他

娶了日本妻子（即鄭成功的母親），曾經以澳門作為根據地，在他那張知名的畫像

中，可以看到他身後有一位强悍的黑人衛士，縱觀鄭氏整個海事流動歷程，可以看到

有非常混雜的文化融合。相對的，粵人向海外移民也開展了以省港澳為樞紐的世界連

結，以「粵語聲景」（soundscape）跨出去，直到所謂的南洋、東洋、西洋，舊金

山、新金山等等，建立華人社群。

　　蕭教授尤其強調，研究者需要注意時間與空間兩個元素。新的方法論發展要求我

們能夠兼顧地方與全球，但同時間也一定要仔細辨識歷史的豐富層次以及人在其中的

能動性。必須知道，時間跟空間是不能割離的，時間面向越大，空間關照自然也要更

廣，彼此間是有機的流動，交互作用。了解注視的對象，掌握其構成。她的研究向被

貼上了「華南幫」的標籤，但確切地說：「眼界才不只囿限於華南！」根本的挑戰是

歷史人類學要能夠找到對人的意義（meaning for people），讓人能夠在歷史中被對

照起來。

　　由於長期的社會科學研究與人文關懷使然，蕭教授心繫香港多元文化融合與民

主。她透露到目前正進行的一個課題，是關於香港文化諸面向與身份認同的紀錄片，

關懷與手法相當跨域。座談時間由主持人簡美玲教授先作小結，繼而與與會學者交

流，討論熱烈。

會後主講人與主持人及與談人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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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08年6月26日（星期三）14:00-16:30

‧主持人：簡美玲（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教授）

‧與談人：

　吳考甯（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助理教授）

　張正衡（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助理教授）

　趙中麒（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助理教授）

　趙恩潔（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劉子愷（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副教授）

　劉堉珊（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助理教授）

　謝力登（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謝艾倫（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活動影片網址：

　http://www.hss.ntu.edu.tw/discourse_info.aspx?no=0&d=75

‧更完整的活動報導，可參閱108年9月（20卷4期）出刊之「人文與社會科學

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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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科學博士新出路與拓展分享：
系列座談（一）人文領域
撰文／林封良（前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本中心首次規劃的「人文社會科學博士新出路與拓展分享：系列座談（一）人文

領域」，於108年7月23日，假臺灣大學管理學院國學講堂舉行。

　　此次座談活動，人社中心特意邀來從人文領域畢業卻跨出學界發揮所長的博士，

同聽眾一起交流及分享他們的心得。他們當中有的來自文化創意、跨文化交流的工

作，或從事數位學習等產業，有的則是新媒體、社會設計平臺的負責人，都各自在自

身領域有亮眼的表現。

　　活動當天由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林啟屏特聘教授主持。林教授在座談開場致詞中

便表示，隨全球環境快速發展，未來人文社會學科領域勢必有不同轉變，更會影響我

們過去視為固定的職業。但他也強調，這些變化在人類歷史發展中經常出現，人文社

會學科應主動從以往累積的資源裡，為未來複合出某種新構想。

承接社會責任 培養跨界態度

　　而上半場座談中，首位與聽眾分享的是畢業於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而目前擔任

雙象文創總監的張逸品博士。透過文化創意產業的工作性質出發，張博士分享道，

「學術工作需要較長期的預備」，產業界則著重在「效率與先機」，因此，學習如何

保握「適當時機」將「適切內容」轉移到業界執行，又同時掌握學術科普化的訣竅，

是在跑道轉換時須留意的地方。但張逸品博士也藉曾在德國從事博士後的體會提到，

在德國完成博士學業，並不代表職業取向的分界，相對而言，知識分子長期接受教育

訓練，故而有為民眾作出行為示範的義務。他期待，未來希望有志轉換跑道的聽眾，

也能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

　　另外，擁有巴黎索邦大學博士候選人資格，以及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比較文學博

士學位的林郁庭博士，則分享他如何在不同文化之間遊走的工作閱歷。林博士強調，

在求學時期培養自己具有世界性視野和累積不同工作資歷，都有助於往後自己開展職

業生涯。尤其，他以自己的經驗指出，過去無論是從事國際影展、口譯員、國會助

理，或是當博物館志工等工作，都是現在自己從事文學、藝術創作的資源。

　　相較於前面幾位講者，目前是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自然語言處理實驗室博

士後研究員的楊謦瑜博士，便從語言學和電腦人工語言面向為聽眾分享他的感想。楊

博士首先提到，語言學家感興趣的是分清結構、詞彙、類別，以便從中找出人類語言

內部、或跨語言的共性和差異，並由此探究人類在生物、認知上的意義，而自然語言

處理界，卻期待透過一套規則、或原則，來處理大部分的資料，重視的是「大量」及

「自動化」訴求。不過，他也指出，語言學和自然語言處理界有必要尋找一個合作

點，為雙方的專業相互支援。而在分享個人經驗中，楊博士也一度提醒聽眾「要做跨

領域，態度很重要」，這也是要進入不同領域的起點。

創新社會企業 從行動實踐中探索未來

　　在下半場，《哲學新媒體》發起人兼執行長鄭凱元博士、台灣維基媒體協會理事

長張遠博士、同時身兼「5% Design Action社會設計平台」創辦人與「Dream Vox

意集設計」執行長的楊振甫博士，則在講座中展開他們從事新媒體工作及社會創業的

討論。

　　透過《哲學新媒體》創立的過程，鄭凱元博士表示，從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博士

班畢業後，他便開始構想是否能以哲學創業的問題。他指出，目前《哲學新媒體》作

為一個新創企業，除了介紹一般的哲學教育資源、報導哲學觀念之外，也積極和教育

部合作開發課綱，並藉文創商品、哲學講座、協助業界人資再進修等方式，企圖拓展

臺灣社會對哲學領域的想像。但鄭博士強調，類似像《哲學新媒體》這種營運型態是

否能生存，最終仍取決於臺灣社會對哲學是不是有足夠需求、能否找出更有效率的經

營模式，以及政府和民間是不是能更關注社會企業。

　　而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的張遠博士，他長期介入維基百科、PTT和部落

格經營，也同時有加入美國Fandom公司工作及創建《哆啦A夢》Wiki的經驗。他則

指出，人文學科知識訓練的能力，在網路時代應積極朝向不同的轉化應用。例如，在

研究所時期培養對問題意識、就資料收集和分析的訓練，以及如何展開個別問題背後

的歷史向度、社會因素等探索能力，都是構成在網路時代能有條理辨析、生產內容，

不可或缺的關鍵。

　　另一方面，應該如何談「混血」？這是有音樂、行銷、數字管理背景，並從國立

臺灣科技大學工商業設計畢業的楊振甫博士，為此次講座提出的討論面向。企圖結合

商業設計和公共服務的視角，楊博士指出，設計不是藝術，而是要能夠解放、要能夠

創造價值。透過「5% Design Action」及「Dream Vok」的創業經驗，他解釋到，

「5% Design Action」是一家社會企業，它主要留意到雖很多公司具有研發、或設

計能量，但卻有更多微型公司、NGO組織及公部門不具備這樣的條件，可是它們對

民眾提供的服務更為重要，因此，這家公司是鼓勵設計師提供專案的公共服務，它可

以被視為是一個設計師、或專業人士的志工平臺。而「Dream Vok」這家公司，前

身來自經濟部技術處「Dechnology」團隊，它近來則同時關注「青銀共創」的理

念，鼓勵與媒合銀髮族加入設計專案，共創高齡友善城市的新想像。楊博士強調，即

便臺灣正面對「高齡」、「少子」、「人才外流」等問題，但不同的研究者總可以在

個人研究及行動實踐中找到出路，為未來尋找新的定義。

　　幾位主講在演講後，也和與會人士進行更深一步的交流和對話，而這次講座活動

所提出的構想，就在熱烈討論中暫時畫下句點。

活動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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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y

　　本中心首次規劃的「人文社會科學博士新出路與拓展分享：系列座談（一）人文

領域」，於108年7月23日，假臺灣大學管理學院國學講堂舉行。

　　此次座談活動，人社中心特意邀來從人文領域畢業卻跨出學界發揮所長的博士，

同聽眾一起交流及分享他們的心得。他們當中有的來自文化創意、跨文化交流的工

作，或從事數位學習等產業，有的則是新媒體、社會設計平臺的負責人，都各自在自

身領域有亮眼的表現。

　　活動當天由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林啟屏特聘教授主持。林教授在座談開場致詞中

便表示，隨全球環境快速發展，未來人文社會學科領域勢必有不同轉變，更會影響我

們過去視為固定的職業。但他也強調，這些變化在人類歷史發展中經常出現，人文社

會學科應主動從以往累積的資源裡，為未來複合出某種新構想。

承接社會責任 培養跨界態度

　　而上半場座談中，首位與聽眾分享的是畢業於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而目前擔任

雙象文創總監的張逸品博士。透過文化創意產業的工作性質出發，張博士分享道，

「學術工作需要較長期的預備」，產業界則著重在「效率與先機」，因此，學習如何

保握「適當時機」將「適切內容」轉移到業界執行，又同時掌握學術科普化的訣竅，

是在跑道轉換時須留意的地方。但張逸品博士也藉曾在德國從事博士後的體會提到，

在德國完成博士學業，並不代表職業取向的分界，相對而言，知識分子長期接受教育

訓練，故而有為民眾作出行為示範的義務。他期待，未來希望有志轉換跑道的聽眾，

也能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

　　另外，擁有巴黎索邦大學博士候選人資格，以及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比較文學博

士學位的林郁庭博士，則分享他如何在不同文化之間遊走的工作閱歷。林博士強調，

在求學時期培養自己具有世界性視野和累積不同工作資歷，都有助於往後自己開展職

業生涯。尤其，他以自己的經驗指出，過去無論是從事國際影展、口譯員、國會助

理，或是當博物館志工等工作，都是現在自己從事文學、藝術創作的資源。

　　相較於前面幾位講者，目前是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自然語言處理實驗室博

士後研究員的楊謦瑜博士，便從語言學和電腦人工語言面向為聽眾分享他的感想。楊

博士首先提到，語言學家感興趣的是分清結構、詞彙、類別，以便從中找出人類語言

內部、或跨語言的共性和差異，並由此探究人類在生物、認知上的意義，而自然語言

處理界，卻期待透過一套規則、或原則，來處理大部分的資料，重視的是「大量」及

「自動化」訴求。不過，他也指出，語言學和自然語言處理界有必要尋找一個合作

點，為雙方的專業相互支援。而在分享個人經驗中，楊博士也一度提醒聽眾「要做跨

領域，態度很重要」，這也是要進入不同領域的起點。

創新社會企業 從行動實踐中探索未來

　　在下半場，《哲學新媒體》發起人兼執行長鄭凱元博士、台灣維基媒體協會理事

長張遠博士、同時身兼「5% Design Action社會設計平台」創辦人與「Dream Vox

意集設計」執行長的楊振甫博士，則在講座中展開他們從事新媒體工作及社會創業的

討論。

　　透過《哲學新媒體》創立的過程，鄭凱元博士表示，從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博士

班畢業後，他便開始構想是否能以哲學創業的問題。他指出，目前《哲學新媒體》作

為一個新創企業，除了介紹一般的哲學教育資源、報導哲學觀念之外，也積極和教育

部合作開發課綱，並藉文創商品、哲學講座、協助業界人資再進修等方式，企圖拓展

臺灣社會對哲學領域的想像。但鄭博士強調，類似像《哲學新媒體》這種營運型態是

否能生存，最終仍取決於臺灣社會對哲學是不是有足夠需求、能否找出更有效率的經

營模式，以及政府和民間是不是能更關注社會企業。

　　而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的張遠博士，他長期介入維基百科、PTT和部落

格經營，也同時有加入美國Fandom公司工作及創建《哆啦A夢》Wiki的經驗。他則

指出，人文學科知識訓練的能力，在網路時代應積極朝向不同的轉化應用。例如，在

研究所時期培養對問題意識、就資料收集和分析的訓練，以及如何展開個別問題背後

的歷史向度、社會因素等探索能力，都是構成在網路時代能有條理辨析、生產內容，

不可或缺的關鍵。

　　另一方面，應該如何談「混血」？這是有音樂、行銷、數字管理背景，並從國立

臺灣科技大學工商業設計畢業的楊振甫博士，為此次講座提出的討論面向。企圖結合

商業設計和公共服務的視角，楊博士指出，設計不是藝術，而是要能夠解放、要能夠

創造價值。透過「5% Design Action」及「Dream Vok」的創業經驗，他解釋到，

「5% Design Action」是一家社會企業，它主要留意到雖很多公司具有研發、或設

計能量，但卻有更多微型公司、NGO組織及公部門不具備這樣的條件，可是它們對

民眾提供的服務更為重要，因此，這家公司是鼓勵設計師提供專案的公共服務，它可

以被視為是一個設計師、或專業人士的志工平臺。而「Dream Vok」這家公司，前

身來自經濟部技術處「Dechnology」團隊，它近來則同時關注「青銀共創」的理

念，鼓勵與媒合銀髮族加入設計專案，共創高齡友善城市的新想像。楊博士強調，即

便臺灣正面對「高齡」、「少子」、「人才外流」等問題，但不同的研究者總可以在

個人研究及行動實踐中找到出路，為未來尋找新的定義。

　　幾位主講在演講後，也和與會人士進行更深一步的交流和對話，而這次講座活動

所提出的構想，就在熱烈討論中暫時畫下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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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y

　　本中心首次規劃的「人文社會科學博士新出路與拓展分享：系列座談（一）人文

領域」，於108年7月23日，假臺灣大學管理學院國學講堂舉行。

　　此次座談活動，人社中心特意邀來從人文領域畢業卻跨出學界發揮所長的博士，

同聽眾一起交流及分享他們的心得。他們當中有的來自文化創意、跨文化交流的工

作，或從事數位學習等產業，有的則是新媒體、社會設計平臺的負責人，都各自在自

身領域有亮眼的表現。

　　活動當天由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林啟屏特聘教授主持。林教授在座談開場致詞中

便表示，隨全球環境快速發展，未來人文社會學科領域勢必有不同轉變，更會影響我

們過去視為固定的職業。但他也強調，這些變化在人類歷史發展中經常出現，人文社

會學科應主動從以往累積的資源裡，為未來複合出某種新構想。

承接社會責任 培養跨界態度

　　而上半場座談中，首位與聽眾分享的是畢業於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而目前擔任

雙象文創總監的張逸品博士。透過文化創意產業的工作性質出發，張博士分享道，

「學術工作需要較長期的預備」，產業界則著重在「效率與先機」，因此，學習如何

保握「適當時機」將「適切內容」轉移到業界執行，又同時掌握學術科普化的訣竅，

是在跑道轉換時須留意的地方。但張逸品博士也藉曾在德國從事博士後的體會提到，

在德國完成博士學業，並不代表職業取向的分界，相對而言，知識分子長期接受教育

訓練，故而有為民眾作出行為示範的義務。他期待，未來希望有志轉換跑道的聽眾，

也能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

　　另外，擁有巴黎索邦大學博士候選人資格，以及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比較文學博

士學位的林郁庭博士，則分享他如何在不同文化之間遊走的工作閱歷。林博士強調，

在求學時期培養自己具有世界性視野和累積不同工作資歷，都有助於往後自己開展職

業生涯。尤其，他以自己的經驗指出，過去無論是從事國際影展、口譯員、國會助

理，或是當博物館志工等工作，都是現在自己從事文學、藝術創作的資源。

　　相較於前面幾位講者，目前是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自然語言處理實驗室博

士後研究員的楊謦瑜博士，便從語言學和電腦人工語言面向為聽眾分享他的感想。楊

博士首先提到，語言學家感興趣的是分清結構、詞彙、類別，以便從中找出人類語言

內部、或跨語言的共性和差異，並由此探究人類在生物、認知上的意義，而自然語言

處理界，卻期待透過一套規則、或原則，來處理大部分的資料，重視的是「大量」及

「自動化」訴求。不過，他也指出，語言學和自然語言處理界有必要尋找一個合作

點，為雙方的專業相互支援。而在分享個人經驗中，楊博士也一度提醒聽眾「要做跨

領域，態度很重要」，這也是要進入不同領域的起點。

創新社會企業 從行動實踐中探索未來

　　在下半場，《哲學新媒體》發起人兼執行長鄭凱元博士、台灣維基媒體協會理事

長張遠博士、同時身兼「5% Design Action社會設計平台」創辦人與「Dream Vox

意集設計」執行長的楊振甫博士，則在講座中展開他們從事新媒體工作及社會創業的

討論。

　　透過《哲學新媒體》創立的過程，鄭凱元博士表示，從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博士

班畢業後，他便開始構想是否能以哲學創業的問題。他指出，目前《哲學新媒體》作

為一個新創企業，除了介紹一般的哲學教育資源、報導哲學觀念之外，也積極和教育

部合作開發課綱，並藉文創商品、哲學講座、協助業界人資再進修等方式，企圖拓展

臺灣社會對哲學領域的想像。但鄭博士強調，類似像《哲學新媒體》這種營運型態是

否能生存，最終仍取決於臺灣社會對哲學是不是有足夠需求、能否找出更有效率的經

營模式，以及政府和民間是不是能更關注社會企業。

　　而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的張遠博士，他長期介入維基百科、PTT和部落

格經營，也同時有加入美國Fandom公司工作及創建《哆啦A夢》Wiki的經驗。他則

指出，人文學科知識訓練的能力，在網路時代應積極朝向不同的轉化應用。例如，在

研究所時期培養對問題意識、就資料收集和分析的訓練，以及如何展開個別問題背後

的歷史向度、社會因素等探索能力，都是構成在網路時代能有條理辨析、生產內容，

不可或缺的關鍵。

　　另一方面，應該如何談「混血」？這是有音樂、行銷、數字管理背景，並從國立

臺灣科技大學工商業設計畢業的楊振甫博士，為此次講座提出的討論面向。企圖結合

商業設計和公共服務的視角，楊博士指出，設計不是藝術，而是要能夠解放、要能夠

創造價值。透過「5% Design Action」及「Dream Vok」的創業經驗，他解釋到，

「5% Design Action」是一家社會企業，它主要留意到雖很多公司具有研發、或設

計能量，但卻有更多微型公司、NGO組織及公部門不具備這樣的條件，可是它們對

民眾提供的服務更為重要，因此，這家公司是鼓勵設計師提供專案的公共服務，它可

以被視為是一個設計師、或專業人士的志工平臺。而「Dream Vok」這家公司，前

身來自經濟部技術處「Dechnology」團隊，它近來則同時關注「青銀共創」的理

念，鼓勵與媒合銀髮族加入設計專案，共創高齡友善城市的新想像。楊博士強調，即

便臺灣正面對「高齡」、「少子」、「人才外流」等問題，但不同的研究者總可以在

個人研究及行動實踐中找到出路，為未來尋找新的定義。

　　幾位主講在演講後，也和與會人士進行更深一步的交流和對話，而這次講座活動

所提出的構想，就在熱烈討論中暫時畫下句點。

綜合座談（左起：張逸品總監、林郁庭博士、楊謦瑜博士後研究員、
主持人林啟屏教授、鄭凱元創辦人、張遠理事長、楊振甫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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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y

　　本中心首次規劃的「人文社會科學博士新出路與拓展分享：系列座談（一）人文

領域」，於108年7月23日，假臺灣大學管理學院國學講堂舉行。

　　此次座談活動，人社中心特意邀來從人文領域畢業卻跨出學界發揮所長的博士，

同聽眾一起交流及分享他們的心得。他們當中有的來自文化創意、跨文化交流的工

作，或從事數位學習等產業，有的則是新媒體、社會設計平臺的負責人，都各自在自

身領域有亮眼的表現。

　　活動當天由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林啟屏特聘教授主持。林教授在座談開場致詞中

便表示，隨全球環境快速發展，未來人文社會學科領域勢必有不同轉變，更會影響我

們過去視為固定的職業。但他也強調，這些變化在人類歷史發展中經常出現，人文社

會學科應主動從以往累積的資源裡，為未來複合出某種新構想。

承接社會責任 培養跨界態度

　　而上半場座談中，首位與聽眾分享的是畢業於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而目前擔任

雙象文創總監的張逸品博士。透過文化創意產業的工作性質出發，張博士分享道，

「學術工作需要較長期的預備」，產業界則著重在「效率與先機」，因此，學習如何

保握「適當時機」將「適切內容」轉移到業界執行，又同時掌握學術科普化的訣竅，

是在跑道轉換時須留意的地方。但張逸品博士也藉曾在德國從事博士後的體會提到，

在德國完成博士學業，並不代表職業取向的分界，相對而言，知識分子長期接受教育

訓練，故而有為民眾作出行為示範的義務。他期待，未來希望有志轉換跑道的聽眾，

也能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

　　另外，擁有巴黎索邦大學博士候選人資格，以及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比較文學博

士學位的林郁庭博士，則分享他如何在不同文化之間遊走的工作閱歷。林博士強調，

在求學時期培養自己具有世界性視野和累積不同工作資歷，都有助於往後自己開展職

業生涯。尤其，他以自己的經驗指出，過去無論是從事國際影展、口譯員、國會助

理，或是當博物館志工等工作，都是現在自己從事文學、藝術創作的資源。

　　相較於前面幾位講者，目前是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自然語言處理實驗室博

士後研究員的楊謦瑜博士，便從語言學和電腦人工語言面向為聽眾分享他的感想。楊

博士首先提到，語言學家感興趣的是分清結構、詞彙、類別，以便從中找出人類語言

內部、或跨語言的共性和差異，並由此探究人類在生物、認知上的意義，而自然語言

處理界，卻期待透過一套規則、或原則，來處理大部分的資料，重視的是「大量」及

「自動化」訴求。不過，他也指出，語言學和自然語言處理界有必要尋找一個合作

點，為雙方的專業相互支援。而在分享個人經驗中，楊博士也一度提醒聽眾「要做跨

領域，態度很重要」，這也是要進入不同領域的起點。

創新社會企業 從行動實踐中探索未來

　　在下半場，《哲學新媒體》發起人兼執行長鄭凱元博士、台灣維基媒體協會理事

長張遠博士、同時身兼「5% Design Action社會設計平台」創辦人與「Dream Vox

意集設計」執行長的楊振甫博士，則在講座中展開他們從事新媒體工作及社會創業的

討論。

　　透過《哲學新媒體》創立的過程，鄭凱元博士表示，從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博士

班畢業後，他便開始構想是否能以哲學創業的問題。他指出，目前《哲學新媒體》作

為一個新創企業，除了介紹一般的哲學教育資源、報導哲學觀念之外，也積極和教育

部合作開發課綱，並藉文創商品、哲學講座、協助業界人資再進修等方式，企圖拓展

臺灣社會對哲學領域的想像。但鄭博士強調，類似像《哲學新媒體》這種營運型態是

否能生存，最終仍取決於臺灣社會對哲學是不是有足夠需求、能否找出更有效率的經

營模式，以及政府和民間是不是能更關注社會企業。

　　而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的張遠博士，他長期介入維基百科、PTT和部落

格經營，也同時有加入美國Fandom公司工作及創建《哆啦A夢》Wiki的經驗。他則

指出，人文學科知識訓練的能力，在網路時代應積極朝向不同的轉化應用。例如，在

研究所時期培養對問題意識、就資料收集和分析的訓練，以及如何展開個別問題背後

的歷史向度、社會因素等探索能力，都是構成在網路時代能有條理辨析、生產內容，

不可或缺的關鍵。

　　另一方面，應該如何談「混血」？這是有音樂、行銷、數字管理背景，並從國立

臺灣科技大學工商業設計畢業的楊振甫博士，為此次講座提出的討論面向。企圖結合

商業設計和公共服務的視角，楊博士指出，設計不是藝術，而是要能夠解放、要能夠

創造價值。透過「5% Design Action」及「Dream Vok」的創業經驗，他解釋到，

「5% Design Action」是一家社會企業，它主要留意到雖很多公司具有研發、或設

計能量，但卻有更多微型公司、NGO組織及公部門不具備這樣的條件，可是它們對

民眾提供的服務更為重要，因此，這家公司是鼓勵設計師提供專案的公共服務，它可

以被視為是一個設計師、或專業人士的志工平臺。而「Dream Vok」這家公司，前

身來自經濟部技術處「Dechnology」團隊，它近來則同時關注「青銀共創」的理

念，鼓勵與媒合銀髮族加入設計專案，共創高齡友善城市的新想像。楊博士強調，即

便臺灣正面對「高齡」、「少子」、「人才外流」等問題，但不同的研究者總可以在

個人研究及行動實踐中找到出路，為未來尋找新的定義。

　　幾位主講在演講後，也和與會人士進行更深一步的交流和對話，而這次講座活動

所提出的構想，就在熱烈討論中暫時畫下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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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合影（左起：張逸品總監、林郁庭博士、楊謦瑜博士後研究員、
主持人林啟屏教授、鄭凱元創辦人、張遠理事長、楊振甫執行長）

‧時間：108年7月23日（星期二）9:25-12:00

‧主持人：

　林啟屏（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科技部人社中心執行委員）

‧與談人：

　張逸品(雙象文創有限公司總監)

　林郁庭(柏克萊加州大學比較文學博士)

　楊謦瑜(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鄭凱元(哲學新媒體共同創辦人)

　張遠(台灣維基媒體協會理事長)

　楊振甫(DreamVok意集設計執行長)

‧更多精彩內容，請點選下方連結觀看！

　http://www.hss.ntu.edu.tw/discourse_info.aspx?no=0&d=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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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學人夏季交流座談會
撰文／鄭惠倫

　　為了促進國內訪問學者、境外學人，以及博士後研究員間的認識與交流，中心於

108年7月29日中午舉辦訪問學人夏季交流座談會，除了歡迎甫到訪的老師們，也歡

送即將結束訪期的老師。

　　本中心國內訪問學者以在國內各大專院校及研究機構有專任職位者為主，利用其

休假研究期間、公假或暑假期間，至本中心進行訪問研究。而每年暑期總是接待訪問

學者的高峰期，108年本中心接待了15位國內訪問學者。

　　本次出席交流會的有本中心曾嬿芬主任、周素卿副主任、王泰昌副主任、張淑麗

執行委員，以及6位國內訪問學者、1位境外學人，和6位博士後研究員。為了增添趣

味，中心在事前告知與會者活動內容將以「向大家介紹他人」來進行，請各位預先準

備。不少與會學者坦承內心相當忐忑，生怕介紹不夠詳盡。在曾主任致歡迎詞後，首

先由博士後研究員們開場。博士們活潑的聊起對方的博士論文，或近來著手的研究，

蔣馥蓁博士鉅細靡遺的說明謝一誼博士有關北京民間藝術市場和文化遺產的論文，甚

至讓謝博士驚訝道「這不是我的論文嗎？怎麼好像你寫的？！」

　　博士後研究員們介紹結束後，接著是以客語開場並教大家客語問候的王保鍵助理

教授，王助理教授任職於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系，致力於客家研究和客語推

廣。在成功大學萬胥亭副教授的介紹下，才知道王老師早年服務於政府機關，行政經

驗極其豐富。而現任職於成功大學中文系的萬胥亭副教授，過去於法國修習藝術，並

曾任教於美術系，研究領域有法國當代思潮與歐陸哲學、電影與流行文化理論等。萬

副教授還身兼文化評論與藝術策展人，以筆名「路況」撰寫藝評、影評、文學批評。  

　　曾參與過本中心106年舉辦的「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的跨世代對談」的熊

玉雯助理教授，分享了其如何從比較文學跨足電影與戲劇領域。現任職於中原大學應

用華語系的熊助理教授，早年於美國教授戲劇，回臺後一面耕耘華語文教學，一面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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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戲劇與影像的研究。佛光大學中文系的楊治平助理教授則是與任職於會計系的王泰

昌副主任相認，楊老師原先學習會計，之後轉而投入中國文學，從事學術思想、三

禮、四書、儒家等的研究。

　　來自山東師範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勞動與社會保障系的牛千助理教授，與本中心第

一位從事科技與社會研究的訪問學者林宜平副教授相談甚歡。牛助理教授來臺進行兩

岸社會醫療保障與經濟效益的相關調查研究，而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的林宜平

副教授專長在於環境與健康、風險管理與溝通、醫療人類學等，兩人對於兩岸的公衛

政策多有討論。 

　　即將結束訪問的社會學系陳美華教授也表示，年初來訪時中心的訪問學者僅有兩

位，暑期突然熱鬧了起來。即便彼此的領域不同，仍然對各自的研究充滿好奇，在離

開前能有機會略知一二，相當難得。陳教授進一步說到，由於自己從事性交易與社會

的研究，近年隨著網路與通訊軟體的發展，新型態的交易應運而生，研究中有不少訪

談對象在北部，中心正好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研究場域，讓她自中山大學北上時能放心

研究。

座談會現場氣氛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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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學人間的研究領域不盡相同，但透過面對面的交流，訪問學者及博士後研究

員們在了解他人研究的過程中，對本身的研究也帶來跨領域的思考。教學經驗豐富的

學者們分享自己的學思歷程，對後進博士後研究員的學涯也能有所指點。全國各地的

學者不但能藉由來訪本中心，利用北部的學術資源，並與北部學術機構建立連結。國

外學者對臺灣學術發展也能有更多的認識，體現了本中心設立訪問學人業務的主要宗

旨。

「國內訪問學者」申請受理時間：每年1月、4月、7月、10月

　‧詳細資訊可參考：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85

「境外訪問學人」申請受理時間：隨到隨審

　‧詳細資訊可參考：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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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回「詩國」的階梯：近現代古典詩歌研究的意義
作者／邱怡瑄（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邱怡瑄，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現任科技部博士後研究員、臺大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研究專長

　　　為古典詩學及文學批評、晚清民國舊體詩、文獻學及東亞漢詩。博士論文題目為：〈史識與詩心：近現代

　　　舊體詩「詩史」的觀念遞變與戰爭書寫（1840-1945）〉。目前關注的研究主題包括有近現代戰爭與淪陷

　　　情境中的舊體詩書寫、舊體詩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傳播媒介與文化定位，亦有數篇論文探討漢詩在近世東

　　　亞世界的流播及影響。

　　　｜編按｜邱怡瑄博士研究領域為古典詩學及文學批評、晚清民國舊體詩、文獻學及東亞漢詩等議題，此次

　　　　　　　特邀請邱博士撰寫文章，分享研究成果。

情境：「文學革命」之後

　　線性的、進化論式的文學史，擘畫了一張白話文取代了文言文的藍圖，這中間以

「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以及「新時代必須有新語言」的基礎概念，驗證了文學乃至

於文學研究的發展都是「若無新變，不能代雄」。而「現代文學史」中所預設的「現

代文學」，也因而排除了「古典文學」的位置。然而文學史上種種因人為所區隔出的

「新舊之別」，是否都能夠如「文學革命」所預設的歷史發展近路一樣，一刀切地斷

開古典與現代、文言文與白話文、舊體詩與新詩呢？

　　這裡所謂的「文學革命」，可謂是關於「現代文學」最重要的起源敘事。期間大

抵涉及了語言型態與知識體系的巨大翻轉──這必須溯源自1917年前後，由胡適

（1891-1962）、陳獨秀（1879-1942）等人領銜發起，在文學史上通稱為「文學革

命」的思想文化運動。現代社會裡諸如文言文與白話文之分野，或詩歌中講求古典格

律的「舊體詩」與自由格律的「新詩」之區分，都與「文學革命」帶來的改變息息相

關。

　　我們會稱運用古典格律寫作的詩歌為「古典詩」或「舊體詩」，就正因「文學革

命」所帶來的新／舊二分之框架。其影響所及，也造成在一般學界認知裡，「古典文

學」幾乎都被視為舊時語言思想的遺產，甚至被目為骸骨、視為化石，認定古典詩歌

多侷限於詩友社群之間的傳播效應，成為一種具備輿論性質的寫作。1931年東三省

淪陷時，大量譴責政府「不抵抗」的作戰方針，與哀嘆國難世變的舊詩吟詠，可說是

蔚然成風。如著名的南社詩人馬君武撰有譴責張學良及其所領導的東北軍，在造成東

三省淪陷的關鍵事件九一八事變中，毫無作為的〈哀瀋陽〉詩作，馬君武以仿效李商

隱〈北齊〉詩歌的手法和創作意旨，以譴責君王因沉湎女色導致誤國的名篇，直指張

學良詒誤軍機的禍首元凶是「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當行。溫柔鄉是英雄塚，

哪管東師入瀋陽」──這首詩傳誦一時，當時也產生過大量和作，琅琅上口的音節與

其聳人耳目的描寫深入人心。但詩歌當中描繪的「情節」並非「事實」，卻代表一種

傳統知識分子意圖藉由詩歌的諷喻傳統來參與社會的姿態──但這首詩作的影響之深

遠，又幾乎可說是近現代重要的「假新聞」案例。影星胡蝶當時被這首風行一時的詩

歌連累，必須在報刊上登載啟示，澄清自己並未與張學良在那個時間點上，有任何會

面之機會。但這個「少帥與美人共舞」的情節，還是廣泛流播於當時社會各階層中。

古典詩繼承自「諷諭詩」的書寫傳統，和其容易被記誦的傳播特質，讓此類的「詩

歌」寫作足以成為政治宣傳上的一把利刃，報刊的傳播效應，更讓古典詩歌在此方面

的效應加乘。但這之中真假與褒貶的創作倫理問題，成為古今文學不同書寫價值體系

撞擊的一面明鏡。

　　除此之外，古典詩歌語言婉曲的特質，也讓這類書寫當代人物及當代事件的時

論，可以藉由文學的距離與保護傘，相對取得較寬鬆的言論空間。如民國首個因「漢

奸」罪而伏法的知名才子黃濬，他的突然被捕及槍決，引發社會譁然。而錢鍾書和陳

寅恪都曾以古典詩歌嘆詠其人其事。無論是嘆其「失足真遺千古恨」（錢鍾書，〈題

新刊聆風簃詩集〉，或慨此人「世亂佳人還作賊」（陳寅恪，〈丁亥春日閱花隨人聖

庵筆記深賞其遊暘臺山看杏花詩因題一律〉），這些藉由古典詩歌寫作進行的月旦品

評，都代表近現代學者對褒貶史傳之春秋傳統的踵繼，但這一貼觸時局敏感禁忌的書

寫，卻也藉由古典詩歌「微言」式的文體特質，獲致了一定的言論空間。

近的研究趨勢裡，我們也逐漸能看到被視為「不變」的古典文學形式，仍然在現代性

所衝擊的情境背景下，涵具許多來自新時代的變遷脈絡。古典詩不僅配合著時代新

變，開始思考著自身在「介紹新概念」與「容納新語詞、新事物」的嘗試上有所作

為，古典文學文體自身所衍異出的新變，也參與了文學歷史演進的腳步。

舊文體與新載體／真諷諭與假新聞

　　古典詩歌有唱和的寫作傳統，亦有詠史懷古的創作類型。這不僅是古典詩歌創作

的基本形式，也往往標誌其文體功能的展現。如「唱和」之形式，就同代人間的唱和

而言，可看出存在於社群友朋間的溝通表意與對話邏輯；而不同時代間的「古今唱

和」、「異代唱和」，更具備有調取傳統知識資源，與作者所存在的生命情境相互碰

撞、衝融的意義。通過唱和以及古今相映的語言形式，古典詩歌遂能達致「知人及為

人所知」的效果，這是古典詩歌「言志」傳統的具體展演。因此許多近現代的政治人

物或文人學者們，即使熟稔於白話語體文的創作，在某些特定的生命情境下，仍試圖

用古典詩歌來寄託自己的情志。

　　如1937年北平淪陷後，學者陳寅恪寫下諸如「讀史早知今日事，對花還憶去年

人」、「南渡自應思往事，北歸端恐待來生」等著名詩句，都是運用典故和古典形

式，卻深刻表達當時知識分子生命情境的名篇。而原來身為「新文學」健將的朱自

清，更在這場亂離的過程中師從舊詩名家黃節學詩。他在1941年寄贈給俞平伯的詩

作〈寄懷平伯北平〉中云：「經年兀兀仍孤詣，舉世茫茫有百哀。引領朔風知勁草，

何當執手話沉灰。」既有自明心跡，勸諷友人在亂世中應當守節的諫諍之意，而寄贈

酬詠的形式更說明了古典詩歌是知識分子向古典文學與文化所汲取的重要文化資源。

陳寅恪、朱自清以及和他們一樣，同屬「西南聯大師生」的那一代知識份子，在抗戰

時期留下豐沛的古典詩歌創作質量，說明古典詩歌的唱和形式以及和文化傳統間的深

刻連結，是他們在世變情境下難以捨棄的詩學話語，這也是促使諸多現代學術知識體

系裡的知識份子或新文學作家們「勒馬回韁作舊詩」的重要原因。

　　但讓古典詩歌的影響力仍活躍於新時代中的，不僅有傳統文類的言志傳統，近現

代報刊傳媒的蓬勃發展，也使得這些舊詩，得藉由新載體的傳播功能，發揮超越原來

感，金風蕭瑟走千官。老歸大澤菰蒲盡，夢墜空雲齒髮寒。竦聽荒雞偏闃寂，起看星

斗正闌干。」無疑也緊緊扣合他在乙亥年間（1935）目睹國事蜩螗，油然生發一種

對時代的深刻感懷，詩中傳達的時代心曲，具有現代性文學徵驗性的斷裂感與孤絕

感，堪稱現代文學史中的佳構。

　　甚至到了1958年，當毛澤東意欲在「大躍進」的時代背景下，召喚更多民間關

於「新民歌」的寫作時，他所寫下的詩歌〈送瘟神〉二首，及其著名詩序──「讀六

月三十日《人民日報》，餘江縣消滅了血吸蟲。浮想聯翩，夜不能寐。微風拂煦，旭

日臨窗，遙望南天，欣然命筆。」在表面維持古典傳統的語言形式下，數以萬計的

「新」文學創作，紛紛起而效仿了毛澤東，試圖以詩歌讚譽那個時代的「進步」榮景

──當時民歌集的作者甚至意欲比附這樣的「詩歌大躍進」為新的「國風」，運用

《詩經》之文學傳統與話語資源，來致敬或者抬高這場由政治力量所主導的文學創作

風潮。這些例證即使未必都屬正面，卻顯示古典詩歌的語言形式，以及它所召喚的文

化遺產，其實從未缺席在現代文學史中。即使創作古典詩歌不再如同古典時代那樣，

是所有知識階層皆須涵具的基本修養，但「詩國」的命脈，正藉由這些對古典思想文

化資源的反覆運用，至今都未曾斷絕。

　　胡適當年擘畫文學革命的藍圖及戰略時，曾視古典詩歌為最難攻克的堡壘。往後

文學史發展的軌跡，也確實印證了胡適當時所觀察到的局勢，「文言詩國」有深厚而

難以撼動的創作傳統，在白話詩尚在實驗語言的「嘗試」階段時，古典詩則挾帶其綿

延數千年的創作傳統，成為知識分子對古典。這也造就了古典詩歌的某些書寫或言志

功能，是白話詩歌所不具備，或尚難在短時間內完全取代的。然而習慣了白話語體文

與不拘格律自由詩的現代學者，因為遺落了開啟古典語言和思想體系的鑰匙，往往難

以返回那個由豐沛的古典詩歌創作們所建構的國度。

　　近現代的古典詩歌研究有感於此，正希望能扮演橋接起通往「詩國」的階梯──

將古典詩歌這個曾因「文學革命」的線性敘事，而被排除在「現代文學」視野之外的

文學形式，使其重新被反省與正視。這個研究領域，企圖在古典／現代被絕對劃分為

二元對立的框架外，尋找一種融通古今，跨越古典與現代的研究視野。事實上，在晚

乘載的文學美感及其語言特質，都是一種已然被時代所「封存」，不再能夠反映現代

經驗的文學形式。

　　代表性的發言如胡適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所言：「那些死用文言的人，有

了意思，卻須把這意思翻成幾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卻須把這感情譯為幾千年前

的文言。」對當時的胡適而言，「新」的語言形式和思想框架，似乎皆必須通過揚棄

「舊」之手段，方能達成。而古典的語言形式，也似乎隨著「新時代」的到來，不再

具有生命力及延續性。

與新時代同行的近現代古典詩歌

　　但近現代古典詩歌之研究，某程度卻逆反了上述這些關於「文學革命」的線性敘

事與進化論想像。幾千年前的文學典故，或是運用幾千年前流傳至今的語言形式表達

的情感，倘若為善於調度文字的作者，以及善於讀取詩意的讀者活用，照樣是鮮活而

且能深刻傳達時代心曲的文學。從二十世紀上半葉以迄於今，古典詩歌的創作活動其

實從未歇止。這些仍遵照著古典格律的詩歌寫作，也始終不曾自外於現代精神文明的

發展進程。

　　早從中華民國誕生之前，慷慨就義的革命義士們就每每藉由古典詩歌之書寫，來

傳播及樹立他們震撼人心的精神形象。無論是1907年鑑湖女俠秋瑾就義前，傳誦一

時的「秋風秋雨愁煞人」，或是1910年汪精衛行刺攝政王載灃後被捕後，於獄中寫

下的「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都相當膾炙人口且深

入人心。這些詩歌的傳誦，無疑都運用了古典的語言形式，傳播了革新政體的革命思

想，召喚且感動群眾投身革命，可說是利用古典詩歌參與創造新時代的鮮明例證。

　　近現代的古典詩歌寫作，不是現代文學的反義詞。近現代的古典詩歌寫作，也構

成了現代文學或文化史中不可或缺的組成成分。被視為新文學之父的魯迅，1907年

所運用文言文寫作的〈摩羅詩力說〉，批判傳統思想深具力道，被視為五四啟蒙運動

重要思想資源。他晚年纏綿病榻之際，寫給生平摯友許壽裳的〈亥年殘秋偶作〉一

詩，該詩表達的心靈境界──「曾驚秋肅臨天下，敢遣春溫上筆端。塵海蒼茫沉百

流播東亞的文學形式

　　2018年筆者博士班畢業時，參與了該年的臺大畢業典禮。當時典禮的致詞貴賓

是旺宏電子的總經理盧志遠先生。盧總經理在演講時，為了鼓勵年青人勇於踏出舒適

圈，不吝挑戰自我，他引用相傳是日本維新三傑之一西鄉隆盛所作的〈立志詩〉作為

贈言。其詩云：「男兒立志出青山，學不成名死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

青山。」日本近現代精擅漢詩的能人眾多，不乏在各領域都很有知名度的人。包括近

代文豪夏目漱石，貴為君主的大正天皇，或是知名的漢學家如狩野直喜、內藤湖南、

吉川幸次郎等。甚至連征伐過中國的著名軍事將領乃木希典、山縣有朋等，都寫過不

少傳誦一時的漢詩。這說明了古典詩歌使用的語言形式，也即「漢文」或「文言

文」，幾乎是整個東亞文化圈曾經共同擁有的溝通媒介。

　　在關注近現代古典詩歌的研究領域時，絕不只僅將視野框限在「中國」之域內。

包括南洋文人們因戰亂、經濟等元素遷徙至異地，創作諸多具有離散經驗的古典詩

歌；或臺灣古典詩社跨越清領、日治時期，猶能保持自身弦歌不輟的創作與吟詠傳

統，詩歌的風雅命脈在東亞各地可謂遍地開花：日本、韓國、越南等地的文人，都有

可觀的古典詩歌創作值得關注。如果說文學革命所追求的「言文一致」創造了新時代

民族國家的語言，那麼在此之前便已流播東亞的古典詩歌，正展現了它們跨越語際的

研究潛能。

　　不過其實那首以「男兒立志出鄉關」領首句的七絕詩，原作者也應非西鄉隆盛。

該詩的作者應是幕末日本尊皇攘夷派的僧人月性之名篇。月性鼓勵當時青年「埋骨何

須桑梓地」的動機，頗帶有日本「武人之詩」剛健而講求忠君愛國的精神風貌。但這

首詩不只曾為西鄉隆盛所挪借，甚至也常被當作毛澤東寫作的〈立志詩〉來傳播。這

也回到古典詩所賴以傳播的「載體」與「流向」問題。東亞文化圈交流及受容網絡非

常複雜，而追索詩歌傳布與流通的腳步，正是一種獨特的觀察切入點。唯有理解這些

古典詩作流播的途徑，將其再脈絡化地進入整個東亞世界中，研究者才能深入理解近

現代古典詩歌的流播形式及其文化意義。古典漢詩不只可作為我們由「現代」回望

「古典」的橋樑，其實也是理解東亞世界的一個重要氣窗，深具交流史的研究潛能。

重省關於「文體」的知識譜系與文化傳統

　　「文學革命」確實使得白話語體文一躍成為了「現代文學」的主旋律，但古典詩

歌的書寫和傳承，卻仍是不曾隱沒的「執抝的低音」。現代文學史的視野中，必然有

著屬於古典文學的席次，因為無論時代浪潮如何風起雲湧，古典詩歌的書寫和應用傳

統始終存在，不曾自歷史的舞臺退場。

　　近現代古典詩歌研究的意義，並不是為了復辟古典語言的形式或思想，而是努力

將光線引進，使這個在近現代文學史中被遮蔽的身影得以重見天日，並且重新被脈絡

化。這一切其實都是「詩歌」與「歷史」的交錯辯證──無論是如何定位「現代文學

史」中的「古典詩歌」，或是認知到古典詩歌如何參與及描述了時代的建設與創造，

古典詩歌背後傳承的知識體系，以及它影響流播至東亞世界的書寫傳統，都使得古今

中外的創作者們，將生命與文學的慧炬相續其中。近現代的古典詩歌有其承繼，也有

其新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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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文學革命」之後

　　線性的、進化論式的文學史，擘畫了一張白話文取代了文言文的藍圖，這中間以

「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以及「新時代必須有新語言」的基礎概念，驗證了文學乃至

於文學研究的發展都是「若無新變，不能代雄」。而「現代文學史」中所預設的「現

代文學」，也因而排除了「古典文學」的位置。然而文學史上種種因人為所區隔出的

「新舊之別」，是否都能夠如「文學革命」所預設的歷史發展近路一樣，一刀切地斷

開古典與現代、文言文與白話文、舊體詩與新詩呢？

　　這裡所謂的「文學革命」，可謂是關於「現代文學」最重要的起源敘事。期間大

抵涉及了語言型態與知識體系的巨大翻轉──這必須溯源自1917年前後，由胡適

（1891-1962）、陳獨秀（1879-1942）等人領銜發起，在文學史上通稱為「文學革

命」的思想文化運動。現代社會裡諸如文言文與白話文之分野，或詩歌中講求古典格

律的「舊體詩」與自由格律的「新詩」之區分，都與「文學革命」帶來的改變息息相

關。

　　我們會稱運用古典格律寫作的詩歌為「古典詩」或「舊體詩」，就正因「文學革

命」所帶來的新／舊二分之框架。其影響所及，也造成在一般學界認知裡，「古典文

學」幾乎都被視為舊時語言思想的遺產，甚至被目為骸骨、視為化石，認定古典詩歌

多侷限於詩友社群之間的傳播效應，成為一種具備輿論性質的寫作。1931年東三省

淪陷時，大量譴責政府「不抵抗」的作戰方針，與哀嘆國難世變的舊詩吟詠，可說是

蔚然成風。如著名的南社詩人馬君武撰有譴責張學良及其所領導的東北軍，在造成東

三省淪陷的關鍵事件九一八事變中，毫無作為的〈哀瀋陽〉詩作，馬君武以仿效李商

隱〈北齊〉詩歌的手法和創作意旨，以譴責君王因沉湎女色導致誤國的名篇，直指張

學良詒誤軍機的禍首元凶是「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當行。溫柔鄉是英雄塚，

哪管東師入瀋陽」──這首詩傳誦一時，當時也產生過大量和作，琅琅上口的音節與

其聳人耳目的描寫深入人心。但詩歌當中描繪的「情節」並非「事實」，卻代表一種

傳統知識分子意圖藉由詩歌的諷喻傳統來參與社會的姿態──但這首詩作的影響之深

遠，又幾乎可說是近現代重要的「假新聞」案例。影星胡蝶當時被這首風行一時的詩

歌連累，必須在報刊上登載啟示，澄清自己並未與張學良在那個時間點上，有任何會

面之機會。但這個「少帥與美人共舞」的情節，還是廣泛流播於當時社會各階層中。

古典詩繼承自「諷諭詩」的書寫傳統，和其容易被記誦的傳播特質，讓此類的「詩

歌」寫作足以成為政治宣傳上的一把利刃，報刊的傳播效應，更讓古典詩歌在此方面

的效應加乘。但這之中真假與褒貶的創作倫理問題，成為古今文學不同書寫價值體系

撞擊的一面明鏡。

　　除此之外，古典詩歌語言婉曲的特質，也讓這類書寫當代人物及當代事件的時

論，可以藉由文學的距離與保護傘，相對取得較寬鬆的言論空間。如民國首個因「漢

奸」罪而伏法的知名才子黃濬，他的突然被捕及槍決，引發社會譁然。而錢鍾書和陳

寅恪都曾以古典詩歌嘆詠其人其事。無論是嘆其「失足真遺千古恨」（錢鍾書，〈題

新刊聆風簃詩集〉，或慨此人「世亂佳人還作賊」（陳寅恪，〈丁亥春日閱花隨人聖

庵筆記深賞其遊暘臺山看杏花詩因題一律〉），這些藉由古典詩歌寫作進行的月旦品

評，都代表近現代學者對褒貶史傳之春秋傳統的踵繼，但這一貼觸時局敏感禁忌的書

寫，卻也藉由古典詩歌「微言」式的文體特質，獲致了一定的言論空間。

近的研究趨勢裡，我們也逐漸能看到被視為「不變」的古典文學形式，仍然在現代性

所衝擊的情境背景下，涵具許多來自新時代的變遷脈絡。古典詩不僅配合著時代新

變，開始思考著自身在「介紹新概念」與「容納新語詞、新事物」的嘗試上有所作

為，古典文學文體自身所衍異出的新變，也參與了文學歷史演進的腳步。

舊文體與新載體／真諷諭與假新聞

　　古典詩歌有唱和的寫作傳統，亦有詠史懷古的創作類型。這不僅是古典詩歌創作

的基本形式，也往往標誌其文體功能的展現。如「唱和」之形式，就同代人間的唱和

而言，可看出存在於社群友朋間的溝通表意與對話邏輯；而不同時代間的「古今唱

和」、「異代唱和」，更具備有調取傳統知識資源，與作者所存在的生命情境相互碰

撞、衝融的意義。通過唱和以及古今相映的語言形式，古典詩歌遂能達致「知人及為

人所知」的效果，這是古典詩歌「言志」傳統的具體展演。因此許多近現代的政治人

物或文人學者們，即使熟稔於白話語體文的創作，在某些特定的生命情境下，仍試圖

用古典詩歌來寄託自己的情志。

　　如1937年北平淪陷後，學者陳寅恪寫下諸如「讀史早知今日事，對花還憶去年

人」、「南渡自應思往事，北歸端恐待來生」等著名詩句，都是運用典故和古典形

式，卻深刻表達當時知識分子生命情境的名篇。而原來身為「新文學」健將的朱自

清，更在這場亂離的過程中師從舊詩名家黃節學詩。他在1941年寄贈給俞平伯的詩

作〈寄懷平伯北平〉中云：「經年兀兀仍孤詣，舉世茫茫有百哀。引領朔風知勁草，

何當執手話沉灰。」既有自明心跡，勸諷友人在亂世中應當守節的諫諍之意，而寄贈

酬詠的形式更說明了古典詩歌是知識分子向古典文學與文化所汲取的重要文化資源。

陳寅恪、朱自清以及和他們一樣，同屬「西南聯大師生」的那一代知識份子，在抗戰

時期留下豐沛的古典詩歌創作質量，說明古典詩歌的唱和形式以及和文化傳統間的深

刻連結，是他們在世變情境下難以捨棄的詩學話語，這也是促使諸多現代學術知識體

系裡的知識份子或新文學作家們「勒馬回韁作舊詩」的重要原因。

　　但讓古典詩歌的影響力仍活躍於新時代中的，不僅有傳統文類的言志傳統，近現

代報刊傳媒的蓬勃發展，也使得這些舊詩，得藉由新載體的傳播功能，發揮超越原來

感，金風蕭瑟走千官。老歸大澤菰蒲盡，夢墜空雲齒髮寒。竦聽荒雞偏闃寂，起看星

斗正闌干。」無疑也緊緊扣合他在乙亥年間（1935）目睹國事蜩螗，油然生發一種

對時代的深刻感懷，詩中傳達的時代心曲，具有現代性文學徵驗性的斷裂感與孤絕

感，堪稱現代文學史中的佳構。

　　甚至到了1958年，當毛澤東意欲在「大躍進」的時代背景下，召喚更多民間關

於「新民歌」的寫作時，他所寫下的詩歌〈送瘟神〉二首，及其著名詩序──「讀六

月三十日《人民日報》，餘江縣消滅了血吸蟲。浮想聯翩，夜不能寐。微風拂煦，旭

日臨窗，遙望南天，欣然命筆。」在表面維持古典傳統的語言形式下，數以萬計的

「新」文學創作，紛紛起而效仿了毛澤東，試圖以詩歌讚譽那個時代的「進步」榮景

──當時民歌集的作者甚至意欲比附這樣的「詩歌大躍進」為新的「國風」，運用

《詩經》之文學傳統與話語資源，來致敬或者抬高這場由政治力量所主導的文學創作

風潮。這些例證即使未必都屬正面，卻顯示古典詩歌的語言形式，以及它所召喚的文

化遺產，其實從未缺席在現代文學史中。即使創作古典詩歌不再如同古典時代那樣，

是所有知識階層皆須涵具的基本修養，但「詩國」的命脈，正藉由這些對古典思想文

化資源的反覆運用，至今都未曾斷絕。

　　胡適當年擘畫文學革命的藍圖及戰略時，曾視古典詩歌為最難攻克的堡壘。往後

文學史發展的軌跡，也確實印證了胡適當時所觀察到的局勢，「文言詩國」有深厚而

難以撼動的創作傳統，在白話詩尚在實驗語言的「嘗試」階段時，古典詩則挾帶其綿

延數千年的創作傳統，成為知識分子對古典。這也造就了古典詩歌的某些書寫或言志

功能，是白話詩歌所不具備，或尚難在短時間內完全取代的。然而習慣了白話語體文

與不拘格律自由詩的現代學者，因為遺落了開啟古典語言和思想體系的鑰匙，往往難

以返回那個由豐沛的古典詩歌創作們所建構的國度。

　　近現代的古典詩歌研究有感於此，正希望能扮演橋接起通往「詩國」的階梯──

將古典詩歌這個曾因「文學革命」的線性敘事，而被排除在「現代文學」視野之外的

文學形式，使其重新被反省與正視。這個研究領域，企圖在古典／現代被絕對劃分為

二元對立的框架外，尋找一種融通古今，跨越古典與現代的研究視野。事實上，在晚

乘載的文學美感及其語言特質，都是一種已然被時代所「封存」，不再能夠反映現代

經驗的文學形式。

　　代表性的發言如胡適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所言：「那些死用文言的人，有

了意思，卻須把這意思翻成幾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卻須把這感情譯為幾千年前

的文言。」對當時的胡適而言，「新」的語言形式和思想框架，似乎皆必須通過揚棄

「舊」之手段，方能達成。而古典的語言形式，也似乎隨著「新時代」的到來，不再

具有生命力及延續性。

與新時代同行的近現代古典詩歌

　　但近現代古典詩歌之研究，某程度卻逆反了上述這些關於「文學革命」的線性敘

事與進化論想像。幾千年前的文學典故，或是運用幾千年前流傳至今的語言形式表達

的情感，倘若為善於調度文字的作者，以及善於讀取詩意的讀者活用，照樣是鮮活而

且能深刻傳達時代心曲的文學。從二十世紀上半葉以迄於今，古典詩歌的創作活動其

實從未歇止。這些仍遵照著古典格律的詩歌寫作，也始終不曾自外於現代精神文明的

發展進程。

　　早從中華民國誕生之前，慷慨就義的革命義士們就每每藉由古典詩歌之書寫，來

傳播及樹立他們震撼人心的精神形象。無論是1907年鑑湖女俠秋瑾就義前，傳誦一

時的「秋風秋雨愁煞人」，或是1910年汪精衛行刺攝政王載灃後被捕後，於獄中寫

下的「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都相當膾炙人口且深

入人心。這些詩歌的傳誦，無疑都運用了古典的語言形式，傳播了革新政體的革命思

想，召喚且感動群眾投身革命，可說是利用古典詩歌參與創造新時代的鮮明例證。

　　近現代的古典詩歌寫作，不是現代文學的反義詞。近現代的古典詩歌寫作，也構

成了現代文學或文化史中不可或缺的組成成分。被視為新文學之父的魯迅，1907年

所運用文言文寫作的〈摩羅詩力說〉，批判傳統思想深具力道，被視為五四啟蒙運動

重要思想資源。他晚年纏綿病榻之際，寫給生平摯友許壽裳的〈亥年殘秋偶作〉一

詩，該詩表達的心靈境界──「曾驚秋肅臨天下，敢遣春溫上筆端。塵海蒼茫沉百

流播東亞的文學形式

　　2018年筆者博士班畢業時，參與了該年的臺大畢業典禮。當時典禮的致詞貴賓

是旺宏電子的總經理盧志遠先生。盧總經理在演講時，為了鼓勵年青人勇於踏出舒適

圈，不吝挑戰自我，他引用相傳是日本維新三傑之一西鄉隆盛所作的〈立志詩〉作為

贈言。其詩云：「男兒立志出青山，學不成名死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

青山。」日本近現代精擅漢詩的能人眾多，不乏在各領域都很有知名度的人。包括近

代文豪夏目漱石，貴為君主的大正天皇，或是知名的漢學家如狩野直喜、內藤湖南、

吉川幸次郎等。甚至連征伐過中國的著名軍事將領乃木希典、山縣有朋等，都寫過不

少傳誦一時的漢詩。這說明了古典詩歌使用的語言形式，也即「漢文」或「文言

文」，幾乎是整個東亞文化圈曾經共同擁有的溝通媒介。

　　在關注近現代古典詩歌的研究領域時，絕不只僅將視野框限在「中國」之域內。

包括南洋文人們因戰亂、經濟等元素遷徙至異地，創作諸多具有離散經驗的古典詩

歌；或臺灣古典詩社跨越清領、日治時期，猶能保持自身弦歌不輟的創作與吟詠傳

統，詩歌的風雅命脈在東亞各地可謂遍地開花：日本、韓國、越南等地的文人，都有

可觀的古典詩歌創作值得關注。如果說文學革命所追求的「言文一致」創造了新時代

民族國家的語言，那麼在此之前便已流播東亞的古典詩歌，正展現了它們跨越語際的

研究潛能。

　　不過其實那首以「男兒立志出鄉關」領首句的七絕詩，原作者也應非西鄉隆盛。

該詩的作者應是幕末日本尊皇攘夷派的僧人月性之名篇。月性鼓勵當時青年「埋骨何

須桑梓地」的動機，頗帶有日本「武人之詩」剛健而講求忠君愛國的精神風貌。但這

首詩不只曾為西鄉隆盛所挪借，甚至也常被當作毛澤東寫作的〈立志詩〉來傳播。這

也回到古典詩所賴以傳播的「載體」與「流向」問題。東亞文化圈交流及受容網絡非

常複雜，而追索詩歌傳布與流通的腳步，正是一種獨特的觀察切入點。唯有理解這些

古典詩作流播的途徑，將其再脈絡化地進入整個東亞世界中，研究者才能深入理解近

現代古典詩歌的流播形式及其文化意義。古典漢詩不只可作為我們由「現代」回望

「古典」的橋樑，其實也是理解東亞世界的一個重要氣窗，深具交流史的研究潛能。

重省關於「文體」的知識譜系與文化傳統

　　「文學革命」確實使得白話語體文一躍成為了「現代文學」的主旋律，但古典詩

歌的書寫和傳承，卻仍是不曾隱沒的「執抝的低音」。現代文學史的視野中，必然有

著屬於古典文學的席次，因為無論時代浪潮如何風起雲湧，古典詩歌的書寫和應用傳

統始終存在，不曾自歷史的舞臺退場。

　　近現代古典詩歌研究的意義，並不是為了復辟古典語言的形式或思想，而是努力

將光線引進，使這個在近現代文學史中被遮蔽的身影得以重見天日，並且重新被脈絡

化。這一切其實都是「詩歌」與「歷史」的交錯辯證──無論是如何定位「現代文學

史」中的「古典詩歌」，或是認知到古典詩歌如何參與及描述了時代的建設與創造，

古典詩歌背後傳承的知識體系，以及它影響流播至東亞世界的書寫傳統，都使得古今

中外的創作者們，將生命與文學的慧炬相續其中。近現代的古典詩歌有其承繼，也有

其新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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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文學革命」之後

　　線性的、進化論式的文學史，擘畫了一張白話文取代了文言文的藍圖，這中間以

「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以及「新時代必須有新語言」的基礎概念，驗證了文學乃至

於文學研究的發展都是「若無新變，不能代雄」。而「現代文學史」中所預設的「現

代文學」，也因而排除了「古典文學」的位置。然而文學史上種種因人為所區隔出的

「新舊之別」，是否都能夠如「文學革命」所預設的歷史發展近路一樣，一刀切地斷

開古典與現代、文言文與白話文、舊體詩與新詩呢？

　　這裡所謂的「文學革命」，可謂是關於「現代文學」最重要的起源敘事。期間大

抵涉及了語言型態與知識體系的巨大翻轉──這必須溯源自1917年前後，由胡適

（1891-1962）、陳獨秀（1879-1942）等人領銜發起，在文學史上通稱為「文學革

命」的思想文化運動。現代社會裡諸如文言文與白話文之分野，或詩歌中講求古典格

律的「舊體詩」與自由格律的「新詩」之區分，都與「文學革命」帶來的改變息息相

關。

　　我們會稱運用古典格律寫作的詩歌為「古典詩」或「舊體詩」，就正因「文學革

命」所帶來的新／舊二分之框架。其影響所及，也造成在一般學界認知裡，「古典文

學」幾乎都被視為舊時語言思想的遺產，甚至被目為骸骨、視為化石，認定古典詩歌

多侷限於詩友社群之間的傳播效應，成為一種具備輿論性質的寫作。1931年東三省

淪陷時，大量譴責政府「不抵抗」的作戰方針，與哀嘆國難世變的舊詩吟詠，可說是

蔚然成風。如著名的南社詩人馬君武撰有譴責張學良及其所領導的東北軍，在造成東

三省淪陷的關鍵事件九一八事變中，毫無作為的〈哀瀋陽〉詩作，馬君武以仿效李商

隱〈北齊〉詩歌的手法和創作意旨，以譴責君王因沉湎女色導致誤國的名篇，直指張

學良詒誤軍機的禍首元凶是「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當行。溫柔鄉是英雄塚，

哪管東師入瀋陽」──這首詩傳誦一時，當時也產生過大量和作，琅琅上口的音節與

其聳人耳目的描寫深入人心。但詩歌當中描繪的「情節」並非「事實」，卻代表一種

傳統知識分子意圖藉由詩歌的諷喻傳統來參與社會的姿態──但這首詩作的影響之深

遠，又幾乎可說是近現代重要的「假新聞」案例。影星胡蝶當時被這首風行一時的詩

歌連累，必須在報刊上登載啟示，澄清自己並未與張學良在那個時間點上，有任何會

面之機會。但這個「少帥與美人共舞」的情節，還是廣泛流播於當時社會各階層中。

古典詩繼承自「諷諭詩」的書寫傳統，和其容易被記誦的傳播特質，讓此類的「詩

歌」寫作足以成為政治宣傳上的一把利刃，報刊的傳播效應，更讓古典詩歌在此方面

的效應加乘。但這之中真假與褒貶的創作倫理問題，成為古今文學不同書寫價值體系

撞擊的一面明鏡。

　　除此之外，古典詩歌語言婉曲的特質，也讓這類書寫當代人物及當代事件的時

論，可以藉由文學的距離與保護傘，相對取得較寬鬆的言論空間。如民國首個因「漢

奸」罪而伏法的知名才子黃濬，他的突然被捕及槍決，引發社會譁然。而錢鍾書和陳

寅恪都曾以古典詩歌嘆詠其人其事。無論是嘆其「失足真遺千古恨」（錢鍾書，〈題

新刊聆風簃詩集〉，或慨此人「世亂佳人還作賊」（陳寅恪，〈丁亥春日閱花隨人聖

庵筆記深賞其遊暘臺山看杏花詩因題一律〉），這些藉由古典詩歌寫作進行的月旦品

評，都代表近現代學者對褒貶史傳之春秋傳統的踵繼，但這一貼觸時局敏感禁忌的書

寫，卻也藉由古典詩歌「微言」式的文體特質，獲致了一定的言論空間。

近的研究趨勢裡，我們也逐漸能看到被視為「不變」的古典文學形式，仍然在現代性

所衝擊的情境背景下，涵具許多來自新時代的變遷脈絡。古典詩不僅配合著時代新

變，開始思考著自身在「介紹新概念」與「容納新語詞、新事物」的嘗試上有所作

為，古典文學文體自身所衍異出的新變，也參與了文學歷史演進的腳步。

舊文體與新載體／真諷諭與假新聞

　　古典詩歌有唱和的寫作傳統，亦有詠史懷古的創作類型。這不僅是古典詩歌創作

的基本形式，也往往標誌其文體功能的展現。如「唱和」之形式，就同代人間的唱和

而言，可看出存在於社群友朋間的溝通表意與對話邏輯；而不同時代間的「古今唱

和」、「異代唱和」，更具備有調取傳統知識資源，與作者所存在的生命情境相互碰

撞、衝融的意義。通過唱和以及古今相映的語言形式，古典詩歌遂能達致「知人及為

人所知」的效果，這是古典詩歌「言志」傳統的具體展演。因此許多近現代的政治人

物或文人學者們，即使熟稔於白話語體文的創作，在某些特定的生命情境下，仍試圖

用古典詩歌來寄託自己的情志。

　　如1937年北平淪陷後，學者陳寅恪寫下諸如「讀史早知今日事，對花還憶去年

人」、「南渡自應思往事，北歸端恐待來生」等著名詩句，都是運用典故和古典形

式，卻深刻表達當時知識分子生命情境的名篇。而原來身為「新文學」健將的朱自

清，更在這場亂離的過程中師從舊詩名家黃節學詩。他在1941年寄贈給俞平伯的詩

作〈寄懷平伯北平〉中云：「經年兀兀仍孤詣，舉世茫茫有百哀。引領朔風知勁草，

何當執手話沉灰。」既有自明心跡，勸諷友人在亂世中應當守節的諫諍之意，而寄贈

酬詠的形式更說明了古典詩歌是知識分子向古典文學與文化所汲取的重要文化資源。

陳寅恪、朱自清以及和他們一樣，同屬「西南聯大師生」的那一代知識份子，在抗戰

時期留下豐沛的古典詩歌創作質量，說明古典詩歌的唱和形式以及和文化傳統間的深

刻連結，是他們在世變情境下難以捨棄的詩學話語，這也是促使諸多現代學術知識體

系裡的知識份子或新文學作家們「勒馬回韁作舊詩」的重要原因。

　　但讓古典詩歌的影響力仍活躍於新時代中的，不僅有傳統文類的言志傳統，近現

代報刊傳媒的蓬勃發展，也使得這些舊詩，得藉由新載體的傳播功能，發揮超越原來

感，金風蕭瑟走千官。老歸大澤菰蒲盡，夢墜空雲齒髮寒。竦聽荒雞偏闃寂，起看星

斗正闌干。」無疑也緊緊扣合他在乙亥年間（1935）目睹國事蜩螗，油然生發一種

對時代的深刻感懷，詩中傳達的時代心曲，具有現代性文學徵驗性的斷裂感與孤絕

感，堪稱現代文學史中的佳構。

　　甚至到了1958年，當毛澤東意欲在「大躍進」的時代背景下，召喚更多民間關

於「新民歌」的寫作時，他所寫下的詩歌〈送瘟神〉二首，及其著名詩序──「讀六

月三十日《人民日報》，餘江縣消滅了血吸蟲。浮想聯翩，夜不能寐。微風拂煦，旭

日臨窗，遙望南天，欣然命筆。」在表面維持古典傳統的語言形式下，數以萬計的

「新」文學創作，紛紛起而效仿了毛澤東，試圖以詩歌讚譽那個時代的「進步」榮景

──當時民歌集的作者甚至意欲比附這樣的「詩歌大躍進」為新的「國風」，運用

《詩經》之文學傳統與話語資源，來致敬或者抬高這場由政治力量所主導的文學創作

風潮。這些例證即使未必都屬正面，卻顯示古典詩歌的語言形式，以及它所召喚的文

化遺產，其實從未缺席在現代文學史中。即使創作古典詩歌不再如同古典時代那樣，

是所有知識階層皆須涵具的基本修養，但「詩國」的命脈，正藉由這些對古典思想文

化資源的反覆運用，至今都未曾斷絕。

　　胡適當年擘畫文學革命的藍圖及戰略時，曾視古典詩歌為最難攻克的堡壘。往後

文學史發展的軌跡，也確實印證了胡適當時所觀察到的局勢，「文言詩國」有深厚而

難以撼動的創作傳統，在白話詩尚在實驗語言的「嘗試」階段時，古典詩則挾帶其綿

延數千年的創作傳統，成為知識分子對古典。這也造就了古典詩歌的某些書寫或言志

功能，是白話詩歌所不具備，或尚難在短時間內完全取代的。然而習慣了白話語體文

與不拘格律自由詩的現代學者，因為遺落了開啟古典語言和思想體系的鑰匙，往往難

以返回那個由豐沛的古典詩歌創作們所建構的國度。

　　近現代的古典詩歌研究有感於此，正希望能扮演橋接起通往「詩國」的階梯──

將古典詩歌這個曾因「文學革命」的線性敘事，而被排除在「現代文學」視野之外的

文學形式，使其重新被反省與正視。這個研究領域，企圖在古典／現代被絕對劃分為

二元對立的框架外，尋找一種融通古今，跨越古典與現代的研究視野。事實上，在晚

乘載的文學美感及其語言特質，都是一種已然被時代所「封存」，不再能夠反映現代

經驗的文學形式。

　　代表性的發言如胡適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所言：「那些死用文言的人，有

了意思，卻須把這意思翻成幾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卻須把這感情譯為幾千年前

的文言。」對當時的胡適而言，「新」的語言形式和思想框架，似乎皆必須通過揚棄

「舊」之手段，方能達成。而古典的語言形式，也似乎隨著「新時代」的到來，不再

具有生命力及延續性。

與新時代同行的近現代古典詩歌

　　但近現代古典詩歌之研究，某程度卻逆反了上述這些關於「文學革命」的線性敘

事與進化論想像。幾千年前的文學典故，或是運用幾千年前流傳至今的語言形式表達

的情感，倘若為善於調度文字的作者，以及善於讀取詩意的讀者活用，照樣是鮮活而

且能深刻傳達時代心曲的文學。從二十世紀上半葉以迄於今，古典詩歌的創作活動其

實從未歇止。這些仍遵照著古典格律的詩歌寫作，也始終不曾自外於現代精神文明的

發展進程。

　　早從中華民國誕生之前，慷慨就義的革命義士們就每每藉由古典詩歌之書寫，來

傳播及樹立他們震撼人心的精神形象。無論是1907年鑑湖女俠秋瑾就義前，傳誦一

時的「秋風秋雨愁煞人」，或是1910年汪精衛行刺攝政王載灃後被捕後，於獄中寫

下的「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都相當膾炙人口且深

入人心。這些詩歌的傳誦，無疑都運用了古典的語言形式，傳播了革新政體的革命思

想，召喚且感動群眾投身革命，可說是利用古典詩歌參與創造新時代的鮮明例證。

　　近現代的古典詩歌寫作，不是現代文學的反義詞。近現代的古典詩歌寫作，也構

成了現代文學或文化史中不可或缺的組成成分。被視為新文學之父的魯迅，1907年

所運用文言文寫作的〈摩羅詩力說〉，批判傳統思想深具力道，被視為五四啟蒙運動

重要思想資源。他晚年纏綿病榻之際，寫給生平摯友許壽裳的〈亥年殘秋偶作〉一

詩，該詩表達的心靈境界──「曾驚秋肅臨天下，敢遣春溫上筆端。塵海蒼茫沉百

流播東亞的文學形式

　　2018年筆者博士班畢業時，參與了該年的臺大畢業典禮。當時典禮的致詞貴賓

是旺宏電子的總經理盧志遠先生。盧總經理在演講時，為了鼓勵年青人勇於踏出舒適

圈，不吝挑戰自我，他引用相傳是日本維新三傑之一西鄉隆盛所作的〈立志詩〉作為

贈言。其詩云：「男兒立志出青山，學不成名死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

青山。」日本近現代精擅漢詩的能人眾多，不乏在各領域都很有知名度的人。包括近

代文豪夏目漱石，貴為君主的大正天皇，或是知名的漢學家如狩野直喜、內藤湖南、

吉川幸次郎等。甚至連征伐過中國的著名軍事將領乃木希典、山縣有朋等，都寫過不

少傳誦一時的漢詩。這說明了古典詩歌使用的語言形式，也即「漢文」或「文言

文」，幾乎是整個東亞文化圈曾經共同擁有的溝通媒介。

　　在關注近現代古典詩歌的研究領域時，絕不只僅將視野框限在「中國」之域內。

包括南洋文人們因戰亂、經濟等元素遷徙至異地，創作諸多具有離散經驗的古典詩

歌；或臺灣古典詩社跨越清領、日治時期，猶能保持自身弦歌不輟的創作與吟詠傳

統，詩歌的風雅命脈在東亞各地可謂遍地開花：日本、韓國、越南等地的文人，都有

可觀的古典詩歌創作值得關注。如果說文學革命所追求的「言文一致」創造了新時代

民族國家的語言，那麼在此之前便已流播東亞的古典詩歌，正展現了它們跨越語際的

研究潛能。

　　不過其實那首以「男兒立志出鄉關」領首句的七絕詩，原作者也應非西鄉隆盛。

該詩的作者應是幕末日本尊皇攘夷派的僧人月性之名篇。月性鼓勵當時青年「埋骨何

須桑梓地」的動機，頗帶有日本「武人之詩」剛健而講求忠君愛國的精神風貌。但這

首詩不只曾為西鄉隆盛所挪借，甚至也常被當作毛澤東寫作的〈立志詩〉來傳播。這

也回到古典詩所賴以傳播的「載體」與「流向」問題。東亞文化圈交流及受容網絡非

常複雜，而追索詩歌傳布與流通的腳步，正是一種獨特的觀察切入點。唯有理解這些

古典詩作流播的途徑，將其再脈絡化地進入整個東亞世界中，研究者才能深入理解近

現代古典詩歌的流播形式及其文化意義。古典漢詩不只可作為我們由「現代」回望

「古典」的橋樑，其實也是理解東亞世界的一個重要氣窗，深具交流史的研究潛能。

重省關於「文體」的知識譜系與文化傳統

　　「文學革命」確實使得白話語體文一躍成為了「現代文學」的主旋律，但古典詩

歌的書寫和傳承，卻仍是不曾隱沒的「執抝的低音」。現代文學史的視野中，必然有

著屬於古典文學的席次，因為無論時代浪潮如何風起雲湧，古典詩歌的書寫和應用傳

統始終存在，不曾自歷史的舞臺退場。

　　近現代古典詩歌研究的意義，並不是為了復辟古典語言的形式或思想，而是努力

將光線引進，使這個在近現代文學史中被遮蔽的身影得以重見天日，並且重新被脈絡

化。這一切其實都是「詩歌」與「歷史」的交錯辯證──無論是如何定位「現代文學

史」中的「古典詩歌」，或是認知到古典詩歌如何參與及描述了時代的建設與創造，

古典詩歌背後傳承的知識體系，以及它影響流播至東亞世界的書寫傳統，都使得古今

中外的創作者們，將生命與文學的慧炬相續其中。近現代的古典詩歌有其承繼，也有

其新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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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文學革命」之後

　　線性的、進化論式的文學史，擘畫了一張白話文取代了文言文的藍圖，這中間以

「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以及「新時代必須有新語言」的基礎概念，驗證了文學乃至

於文學研究的發展都是「若無新變，不能代雄」。而「現代文學史」中所預設的「現

代文學」，也因而排除了「古典文學」的位置。然而文學史上種種因人為所區隔出的

「新舊之別」，是否都能夠如「文學革命」所預設的歷史發展近路一樣，一刀切地斷

開古典與現代、文言文與白話文、舊體詩與新詩呢？

　　這裡所謂的「文學革命」，可謂是關於「現代文學」最重要的起源敘事。期間大

抵涉及了語言型態與知識體系的巨大翻轉──這必須溯源自1917年前後，由胡適

（1891-1962）、陳獨秀（1879-1942）等人領銜發起，在文學史上通稱為「文學革

命」的思想文化運動。現代社會裡諸如文言文與白話文之分野，或詩歌中講求古典格

律的「舊體詩」與自由格律的「新詩」之區分，都與「文學革命」帶來的改變息息相

關。

　　我們會稱運用古典格律寫作的詩歌為「古典詩」或「舊體詩」，就正因「文學革

命」所帶來的新／舊二分之框架。其影響所及，也造成在一般學界認知裡，「古典文

學」幾乎都被視為舊時語言思想的遺產，甚至被目為骸骨、視為化石，認定古典詩歌

多侷限於詩友社群之間的傳播效應，成為一種具備輿論性質的寫作。1931年東三省

淪陷時，大量譴責政府「不抵抗」的作戰方針，與哀嘆國難世變的舊詩吟詠，可說是

蔚然成風。如著名的南社詩人馬君武撰有譴責張學良及其所領導的東北軍，在造成東

三省淪陷的關鍵事件九一八事變中，毫無作為的〈哀瀋陽〉詩作，馬君武以仿效李商

隱〈北齊〉詩歌的手法和創作意旨，以譴責君王因沉湎女色導致誤國的名篇，直指張

學良詒誤軍機的禍首元凶是「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當行。溫柔鄉是英雄塚，

哪管東師入瀋陽」──這首詩傳誦一時，當時也產生過大量和作，琅琅上口的音節與

其聳人耳目的描寫深入人心。但詩歌當中描繪的「情節」並非「事實」，卻代表一種

傳統知識分子意圖藉由詩歌的諷喻傳統來參與社會的姿態──但這首詩作的影響之深

遠，又幾乎可說是近現代重要的「假新聞」案例。影星胡蝶當時被這首風行一時的詩

歌連累，必須在報刊上登載啟示，澄清自己並未與張學良在那個時間點上，有任何會

面之機會。但這個「少帥與美人共舞」的情節，還是廣泛流播於當時社會各階層中。

古典詩繼承自「諷諭詩」的書寫傳統，和其容易被記誦的傳播特質，讓此類的「詩

歌」寫作足以成為政治宣傳上的一把利刃，報刊的傳播效應，更讓古典詩歌在此方面

的效應加乘。但這之中真假與褒貶的創作倫理問題，成為古今文學不同書寫價值體系

撞擊的一面明鏡。

　　除此之外，古典詩歌語言婉曲的特質，也讓這類書寫當代人物及當代事件的時

論，可以藉由文學的距離與保護傘，相對取得較寬鬆的言論空間。如民國首個因「漢

奸」罪而伏法的知名才子黃濬，他的突然被捕及槍決，引發社會譁然。而錢鍾書和陳

寅恪都曾以古典詩歌嘆詠其人其事。無論是嘆其「失足真遺千古恨」（錢鍾書，〈題

新刊聆風簃詩集〉，或慨此人「世亂佳人還作賊」（陳寅恪，〈丁亥春日閱花隨人聖

庵筆記深賞其遊暘臺山看杏花詩因題一律〉），這些藉由古典詩歌寫作進行的月旦品

評，都代表近現代學者對褒貶史傳之春秋傳統的踵繼，但這一貼觸時局敏感禁忌的書

寫，卻也藉由古典詩歌「微言」式的文體特質，獲致了一定的言論空間。

近的研究趨勢裡，我們也逐漸能看到被視為「不變」的古典文學形式，仍然在現代性

所衝擊的情境背景下，涵具許多來自新時代的變遷脈絡。古典詩不僅配合著時代新

變，開始思考著自身在「介紹新概念」與「容納新語詞、新事物」的嘗試上有所作

為，古典文學文體自身所衍異出的新變，也參與了文學歷史演進的腳步。

舊文體與新載體／真諷諭與假新聞

　　古典詩歌有唱和的寫作傳統，亦有詠史懷古的創作類型。這不僅是古典詩歌創作

的基本形式，也往往標誌其文體功能的展現。如「唱和」之形式，就同代人間的唱和

而言，可看出存在於社群友朋間的溝通表意與對話邏輯；而不同時代間的「古今唱

和」、「異代唱和」，更具備有調取傳統知識資源，與作者所存在的生命情境相互碰

撞、衝融的意義。通過唱和以及古今相映的語言形式，古典詩歌遂能達致「知人及為

人所知」的效果，這是古典詩歌「言志」傳統的具體展演。因此許多近現代的政治人

物或文人學者們，即使熟稔於白話語體文的創作，在某些特定的生命情境下，仍試圖

用古典詩歌來寄託自己的情志。

　　如1937年北平淪陷後，學者陳寅恪寫下諸如「讀史早知今日事，對花還憶去年

人」、「南渡自應思往事，北歸端恐待來生」等著名詩句，都是運用典故和古典形

式，卻深刻表達當時知識分子生命情境的名篇。而原來身為「新文學」健將的朱自

清，更在這場亂離的過程中師從舊詩名家黃節學詩。他在1941年寄贈給俞平伯的詩

作〈寄懷平伯北平〉中云：「經年兀兀仍孤詣，舉世茫茫有百哀。引領朔風知勁草，

何當執手話沉灰。」既有自明心跡，勸諷友人在亂世中應當守節的諫諍之意，而寄贈

酬詠的形式更說明了古典詩歌是知識分子向古典文學與文化所汲取的重要文化資源。

陳寅恪、朱自清以及和他們一樣，同屬「西南聯大師生」的那一代知識份子，在抗戰

時期留下豐沛的古典詩歌創作質量，說明古典詩歌的唱和形式以及和文化傳統間的深

刻連結，是他們在世變情境下難以捨棄的詩學話語，這也是促使諸多現代學術知識體

系裡的知識份子或新文學作家們「勒馬回韁作舊詩」的重要原因。

　　但讓古典詩歌的影響力仍活躍於新時代中的，不僅有傳統文類的言志傳統，近現

代報刊傳媒的蓬勃發展，也使得這些舊詩，得藉由新載體的傳播功能，發揮超越原來

感，金風蕭瑟走千官。老歸大澤菰蒲盡，夢墜空雲齒髮寒。竦聽荒雞偏闃寂，起看星

斗正闌干。」無疑也緊緊扣合他在乙亥年間（1935）目睹國事蜩螗，油然生發一種

對時代的深刻感懷，詩中傳達的時代心曲，具有現代性文學徵驗性的斷裂感與孤絕

感，堪稱現代文學史中的佳構。

　　甚至到了1958年，當毛澤東意欲在「大躍進」的時代背景下，召喚更多民間關

於「新民歌」的寫作時，他所寫下的詩歌〈送瘟神〉二首，及其著名詩序──「讀六

月三十日《人民日報》，餘江縣消滅了血吸蟲。浮想聯翩，夜不能寐。微風拂煦，旭

日臨窗，遙望南天，欣然命筆。」在表面維持古典傳統的語言形式下，數以萬計的

「新」文學創作，紛紛起而效仿了毛澤東，試圖以詩歌讚譽那個時代的「進步」榮景

──當時民歌集的作者甚至意欲比附這樣的「詩歌大躍進」為新的「國風」，運用

《詩經》之文學傳統與話語資源，來致敬或者抬高這場由政治力量所主導的文學創作

風潮。這些例證即使未必都屬正面，卻顯示古典詩歌的語言形式，以及它所召喚的文

化遺產，其實從未缺席在現代文學史中。即使創作古典詩歌不再如同古典時代那樣，

是所有知識階層皆須涵具的基本修養，但「詩國」的命脈，正藉由這些對古典思想文

化資源的反覆運用，至今都未曾斷絕。

　　胡適當年擘畫文學革命的藍圖及戰略時，曾視古典詩歌為最難攻克的堡壘。往後

文學史發展的軌跡，也確實印證了胡適當時所觀察到的局勢，「文言詩國」有深厚而

難以撼動的創作傳統，在白話詩尚在實驗語言的「嘗試」階段時，古典詩則挾帶其綿

延數千年的創作傳統，成為知識分子對古典。這也造就了古典詩歌的某些書寫或言志

功能，是白話詩歌所不具備，或尚難在短時間內完全取代的。然而習慣了白話語體文

與不拘格律自由詩的現代學者，因為遺落了開啟古典語言和思想體系的鑰匙，往往難

以返回那個由豐沛的古典詩歌創作們所建構的國度。

　　近現代的古典詩歌研究有感於此，正希望能扮演橋接起通往「詩國」的階梯──

將古典詩歌這個曾因「文學革命」的線性敘事，而被排除在「現代文學」視野之外的

文學形式，使其重新被反省與正視。這個研究領域，企圖在古典／現代被絕對劃分為

二元對立的框架外，尋找一種融通古今，跨越古典與現代的研究視野。事實上，在晚

乘載的文學美感及其語言特質，都是一種已然被時代所「封存」，不再能夠反映現代

經驗的文學形式。

　　代表性的發言如胡適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所言：「那些死用文言的人，有

了意思，卻須把這意思翻成幾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卻須把這感情譯為幾千年前

的文言。」對當時的胡適而言，「新」的語言形式和思想框架，似乎皆必須通過揚棄

「舊」之手段，方能達成。而古典的語言形式，也似乎隨著「新時代」的到來，不再

具有生命力及延續性。

與新時代同行的近現代古典詩歌

　　但近現代古典詩歌之研究，某程度卻逆反了上述這些關於「文學革命」的線性敘

事與進化論想像。幾千年前的文學典故，或是運用幾千年前流傳至今的語言形式表達

的情感，倘若為善於調度文字的作者，以及善於讀取詩意的讀者活用，照樣是鮮活而

且能深刻傳達時代心曲的文學。從二十世紀上半葉以迄於今，古典詩歌的創作活動其

實從未歇止。這些仍遵照著古典格律的詩歌寫作，也始終不曾自外於現代精神文明的

發展進程。

　　早從中華民國誕生之前，慷慨就義的革命義士們就每每藉由古典詩歌之書寫，來

傳播及樹立他們震撼人心的精神形象。無論是1907年鑑湖女俠秋瑾就義前，傳誦一

時的「秋風秋雨愁煞人」，或是1910年汪精衛行刺攝政王載灃後被捕後，於獄中寫

下的「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都相當膾炙人口且深

入人心。這些詩歌的傳誦，無疑都運用了古典的語言形式，傳播了革新政體的革命思

想，召喚且感動群眾投身革命，可說是利用古典詩歌參與創造新時代的鮮明例證。

　　近現代的古典詩歌寫作，不是現代文學的反義詞。近現代的古典詩歌寫作，也構

成了現代文學或文化史中不可或缺的組成成分。被視為新文學之父的魯迅，1907年

所運用文言文寫作的〈摩羅詩力說〉，批判傳統思想深具力道，被視為五四啟蒙運動

重要思想資源。他晚年纏綿病榻之際，寫給生平摯友許壽裳的〈亥年殘秋偶作〉一

詩，該詩表達的心靈境界──「曾驚秋肅臨天下，敢遣春溫上筆端。塵海蒼茫沉百

流播東亞的文學形式

　　2018年筆者博士班畢業時，參與了該年的臺大畢業典禮。當時典禮的致詞貴賓

是旺宏電子的總經理盧志遠先生。盧總經理在演講時，為了鼓勵年青人勇於踏出舒適

圈，不吝挑戰自我，他引用相傳是日本維新三傑之一西鄉隆盛所作的〈立志詩〉作為

贈言。其詩云：「男兒立志出青山，學不成名死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

青山。」日本近現代精擅漢詩的能人眾多，不乏在各領域都很有知名度的人。包括近

代文豪夏目漱石，貴為君主的大正天皇，或是知名的漢學家如狩野直喜、內藤湖南、

吉川幸次郎等。甚至連征伐過中國的著名軍事將領乃木希典、山縣有朋等，都寫過不

少傳誦一時的漢詩。這說明了古典詩歌使用的語言形式，也即「漢文」或「文言

文」，幾乎是整個東亞文化圈曾經共同擁有的溝通媒介。

　　在關注近現代古典詩歌的研究領域時，絕不只僅將視野框限在「中國」之域內。

包括南洋文人們因戰亂、經濟等元素遷徙至異地，創作諸多具有離散經驗的古典詩

歌；或臺灣古典詩社跨越清領、日治時期，猶能保持自身弦歌不輟的創作與吟詠傳

統，詩歌的風雅命脈在東亞各地可謂遍地開花：日本、韓國、越南等地的文人，都有

可觀的古典詩歌創作值得關注。如果說文學革命所追求的「言文一致」創造了新時代

民族國家的語言，那麼在此之前便已流播東亞的古典詩歌，正展現了它們跨越語際的

研究潛能。

　　不過其實那首以「男兒立志出鄉關」領首句的七絕詩，原作者也應非西鄉隆盛。

該詩的作者應是幕末日本尊皇攘夷派的僧人月性之名篇。月性鼓勵當時青年「埋骨何

須桑梓地」的動機，頗帶有日本「武人之詩」剛健而講求忠君愛國的精神風貌。但這

首詩不只曾為西鄉隆盛所挪借，甚至也常被當作毛澤東寫作的〈立志詩〉來傳播。這

也回到古典詩所賴以傳播的「載體」與「流向」問題。東亞文化圈交流及受容網絡非

常複雜，而追索詩歌傳布與流通的腳步，正是一種獨特的觀察切入點。唯有理解這些

古典詩作流播的途徑，將其再脈絡化地進入整個東亞世界中，研究者才能深入理解近

現代古典詩歌的流播形式及其文化意義。古典漢詩不只可作為我們由「現代」回望

「古典」的橋樑，其實也是理解東亞世界的一個重要氣窗，深具交流史的研究潛能。

重省關於「文體」的知識譜系與文化傳統

　　「文學革命」確實使得白話語體文一躍成為了「現代文學」的主旋律，但古典詩

歌的書寫和傳承，卻仍是不曾隱沒的「執抝的低音」。現代文學史的視野中，必然有

著屬於古典文學的席次，因為無論時代浪潮如何風起雲湧，古典詩歌的書寫和應用傳

統始終存在，不曾自歷史的舞臺退場。

　　近現代古典詩歌研究的意義，並不是為了復辟古典語言的形式或思想，而是努力

將光線引進，使這個在近現代文學史中被遮蔽的身影得以重見天日，並且重新被脈絡

化。這一切其實都是「詩歌」與「歷史」的交錯辯證──無論是如何定位「現代文學

史」中的「古典詩歌」，或是認知到古典詩歌如何參與及描述了時代的建設與創造，

古典詩歌背後傳承的知識體系，以及它影響流播至東亞世界的書寫傳統，都使得古今

中外的創作者們，將生命與文學的慧炬相續其中。近現代的古典詩歌有其承繼，也有

其新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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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文學革命」之後

　　線性的、進化論式的文學史，擘畫了一張白話文取代了文言文的藍圖，這中間以

「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以及「新時代必須有新語言」的基礎概念，驗證了文學乃至

於文學研究的發展都是「若無新變，不能代雄」。而「現代文學史」中所預設的「現

代文學」，也因而排除了「古典文學」的位置。然而文學史上種種因人為所區隔出的

「新舊之別」，是否都能夠如「文學革命」所預設的歷史發展近路一樣，一刀切地斷

開古典與現代、文言文與白話文、舊體詩與新詩呢？

　　這裡所謂的「文學革命」，可謂是關於「現代文學」最重要的起源敘事。期間大

抵涉及了語言型態與知識體系的巨大翻轉──這必須溯源自1917年前後，由胡適

（1891-1962）、陳獨秀（1879-1942）等人領銜發起，在文學史上通稱為「文學革

命」的思想文化運動。現代社會裡諸如文言文與白話文之分野，或詩歌中講求古典格

律的「舊體詩」與自由格律的「新詩」之區分，都與「文學革命」帶來的改變息息相

關。

　　我們會稱運用古典格律寫作的詩歌為「古典詩」或「舊體詩」，就正因「文學革

命」所帶來的新／舊二分之框架。其影響所及，也造成在一般學界認知裡，「古典文

學」幾乎都被視為舊時語言思想的遺產，甚至被目為骸骨、視為化石，認定古典詩歌

多侷限於詩友社群之間的傳播效應，成為一種具備輿論性質的寫作。1931年東三省

淪陷時，大量譴責政府「不抵抗」的作戰方針，與哀嘆國難世變的舊詩吟詠，可說是

蔚然成風。如著名的南社詩人馬君武撰有譴責張學良及其所領導的東北軍，在造成東

三省淪陷的關鍵事件九一八事變中，毫無作為的〈哀瀋陽〉詩作，馬君武以仿效李商

隱〈北齊〉詩歌的手法和創作意旨，以譴責君王因沉湎女色導致誤國的名篇，直指張

學良詒誤軍機的禍首元凶是「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當行。溫柔鄉是英雄塚，

哪管東師入瀋陽」──這首詩傳誦一時，當時也產生過大量和作，琅琅上口的音節與

其聳人耳目的描寫深入人心。但詩歌當中描繪的「情節」並非「事實」，卻代表一種

傳統知識分子意圖藉由詩歌的諷喻傳統來參與社會的姿態──但這首詩作的影響之深

遠，又幾乎可說是近現代重要的「假新聞」案例。影星胡蝶當時被這首風行一時的詩

歌連累，必須在報刊上登載啟示，澄清自己並未與張學良在那個時間點上，有任何會

面之機會。但這個「少帥與美人共舞」的情節，還是廣泛流播於當時社會各階層中。

古典詩繼承自「諷諭詩」的書寫傳統，和其容易被記誦的傳播特質，讓此類的「詩

歌」寫作足以成為政治宣傳上的一把利刃，報刊的傳播效應，更讓古典詩歌在此方面

的效應加乘。但這之中真假與褒貶的創作倫理問題，成為古今文學不同書寫價值體系

撞擊的一面明鏡。

　　除此之外，古典詩歌語言婉曲的特質，也讓這類書寫當代人物及當代事件的時

論，可以藉由文學的距離與保護傘，相對取得較寬鬆的言論空間。如民國首個因「漢

奸」罪而伏法的知名才子黃濬，他的突然被捕及槍決，引發社會譁然。而錢鍾書和陳

寅恪都曾以古典詩歌嘆詠其人其事。無論是嘆其「失足真遺千古恨」（錢鍾書，〈題

新刊聆風簃詩集〉，或慨此人「世亂佳人還作賊」（陳寅恪，〈丁亥春日閱花隨人聖

庵筆記深賞其遊暘臺山看杏花詩因題一律〉），這些藉由古典詩歌寫作進行的月旦品

評，都代表近現代學者對褒貶史傳之春秋傳統的踵繼，但這一貼觸時局敏感禁忌的書

寫，卻也藉由古典詩歌「微言」式的文體特質，獲致了一定的言論空間。

近的研究趨勢裡，我們也逐漸能看到被視為「不變」的古典文學形式，仍然在現代性

所衝擊的情境背景下，涵具許多來自新時代的變遷脈絡。古典詩不僅配合著時代新

變，開始思考著自身在「介紹新概念」與「容納新語詞、新事物」的嘗試上有所作

為，古典文學文體自身所衍異出的新變，也參與了文學歷史演進的腳步。

舊文體與新載體／真諷諭與假新聞

　　古典詩歌有唱和的寫作傳統，亦有詠史懷古的創作類型。這不僅是古典詩歌創作

的基本形式，也往往標誌其文體功能的展現。如「唱和」之形式，就同代人間的唱和

而言，可看出存在於社群友朋間的溝通表意與對話邏輯；而不同時代間的「古今唱

和」、「異代唱和」，更具備有調取傳統知識資源，與作者所存在的生命情境相互碰

撞、衝融的意義。通過唱和以及古今相映的語言形式，古典詩歌遂能達致「知人及為

人所知」的效果，這是古典詩歌「言志」傳統的具體展演。因此許多近現代的政治人

物或文人學者們，即使熟稔於白話語體文的創作，在某些特定的生命情境下，仍試圖

用古典詩歌來寄託自己的情志。

　　如1937年北平淪陷後，學者陳寅恪寫下諸如「讀史早知今日事，對花還憶去年

人」、「南渡自應思往事，北歸端恐待來生」等著名詩句，都是運用典故和古典形

式，卻深刻表達當時知識分子生命情境的名篇。而原來身為「新文學」健將的朱自

清，更在這場亂離的過程中師從舊詩名家黃節學詩。他在1941年寄贈給俞平伯的詩

作〈寄懷平伯北平〉中云：「經年兀兀仍孤詣，舉世茫茫有百哀。引領朔風知勁草，

何當執手話沉灰。」既有自明心跡，勸諷友人在亂世中應當守節的諫諍之意，而寄贈

酬詠的形式更說明了古典詩歌是知識分子向古典文學與文化所汲取的重要文化資源。

陳寅恪、朱自清以及和他們一樣，同屬「西南聯大師生」的那一代知識份子，在抗戰

時期留下豐沛的古典詩歌創作質量，說明古典詩歌的唱和形式以及和文化傳統間的深

刻連結，是他們在世變情境下難以捨棄的詩學話語，這也是促使諸多現代學術知識體

系裡的知識份子或新文學作家們「勒馬回韁作舊詩」的重要原因。

　　但讓古典詩歌的影響力仍活躍於新時代中的，不僅有傳統文類的言志傳統，近現

代報刊傳媒的蓬勃發展，也使得這些舊詩，得藉由新載體的傳播功能，發揮超越原來

感，金風蕭瑟走千官。老歸大澤菰蒲盡，夢墜空雲齒髮寒。竦聽荒雞偏闃寂，起看星

斗正闌干。」無疑也緊緊扣合他在乙亥年間（1935）目睹國事蜩螗，油然生發一種

對時代的深刻感懷，詩中傳達的時代心曲，具有現代性文學徵驗性的斷裂感與孤絕

感，堪稱現代文學史中的佳構。

　　甚至到了1958年，當毛澤東意欲在「大躍進」的時代背景下，召喚更多民間關

於「新民歌」的寫作時，他所寫下的詩歌〈送瘟神〉二首，及其著名詩序──「讀六

月三十日《人民日報》，餘江縣消滅了血吸蟲。浮想聯翩，夜不能寐。微風拂煦，旭

日臨窗，遙望南天，欣然命筆。」在表面維持古典傳統的語言形式下，數以萬計的

「新」文學創作，紛紛起而效仿了毛澤東，試圖以詩歌讚譽那個時代的「進步」榮景

──當時民歌集的作者甚至意欲比附這樣的「詩歌大躍進」為新的「國風」，運用

《詩經》之文學傳統與話語資源，來致敬或者抬高這場由政治力量所主導的文學創作

風潮。這些例證即使未必都屬正面，卻顯示古典詩歌的語言形式，以及它所召喚的文

化遺產，其實從未缺席在現代文學史中。即使創作古典詩歌不再如同古典時代那樣，

是所有知識階層皆須涵具的基本修養，但「詩國」的命脈，正藉由這些對古典思想文

化資源的反覆運用，至今都未曾斷絕。

　　胡適當年擘畫文學革命的藍圖及戰略時，曾視古典詩歌為最難攻克的堡壘。往後

文學史發展的軌跡，也確實印證了胡適當時所觀察到的局勢，「文言詩國」有深厚而

難以撼動的創作傳統，在白話詩尚在實驗語言的「嘗試」階段時，古典詩則挾帶其綿

延數千年的創作傳統，成為知識分子對古典。這也造就了古典詩歌的某些書寫或言志

功能，是白話詩歌所不具備，或尚難在短時間內完全取代的。然而習慣了白話語體文

與不拘格律自由詩的現代學者，因為遺落了開啟古典語言和思想體系的鑰匙，往往難

以返回那個由豐沛的古典詩歌創作們所建構的國度。

　　近現代的古典詩歌研究有感於此，正希望能扮演橋接起通往「詩國」的階梯──

將古典詩歌這個曾因「文學革命」的線性敘事，而被排除在「現代文學」視野之外的

文學形式，使其重新被反省與正視。這個研究領域，企圖在古典／現代被絕對劃分為

二元對立的框架外，尋找一種融通古今，跨越古典與現代的研究視野。事實上，在晚

乘載的文學美感及其語言特質，都是一種已然被時代所「封存」，不再能夠反映現代

經驗的文學形式。

　　代表性的發言如胡適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所言：「那些死用文言的人，有

了意思，卻須把這意思翻成幾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卻須把這感情譯為幾千年前

的文言。」對當時的胡適而言，「新」的語言形式和思想框架，似乎皆必須通過揚棄

「舊」之手段，方能達成。而古典的語言形式，也似乎隨著「新時代」的到來，不再

具有生命力及延續性。

與新時代同行的近現代古典詩歌

　　但近現代古典詩歌之研究，某程度卻逆反了上述這些關於「文學革命」的線性敘

事與進化論想像。幾千年前的文學典故，或是運用幾千年前流傳至今的語言形式表達

的情感，倘若為善於調度文字的作者，以及善於讀取詩意的讀者活用，照樣是鮮活而

且能深刻傳達時代心曲的文學。從二十世紀上半葉以迄於今，古典詩歌的創作活動其

實從未歇止。這些仍遵照著古典格律的詩歌寫作，也始終不曾自外於現代精神文明的

發展進程。

　　早從中華民國誕生之前，慷慨就義的革命義士們就每每藉由古典詩歌之書寫，來

傳播及樹立他們震撼人心的精神形象。無論是1907年鑑湖女俠秋瑾就義前，傳誦一

時的「秋風秋雨愁煞人」，或是1910年汪精衛行刺攝政王載灃後被捕後，於獄中寫

下的「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都相當膾炙人口且深

入人心。這些詩歌的傳誦，無疑都運用了古典的語言形式，傳播了革新政體的革命思

想，召喚且感動群眾投身革命，可說是利用古典詩歌參與創造新時代的鮮明例證。

　　近現代的古典詩歌寫作，不是現代文學的反義詞。近現代的古典詩歌寫作，也構

成了現代文學或文化史中不可或缺的組成成分。被視為新文學之父的魯迅，1907年

所運用文言文寫作的〈摩羅詩力說〉，批判傳統思想深具力道，被視為五四啟蒙運動

重要思想資源。他晚年纏綿病榻之際，寫給生平摯友許壽裳的〈亥年殘秋偶作〉一

詩，該詩表達的心靈境界──「曾驚秋肅臨天下，敢遣春溫上筆端。塵海蒼茫沉百

流播東亞的文學形式

　　2018年筆者博士班畢業時，參與了該年的臺大畢業典禮。當時典禮的致詞貴賓

是旺宏電子的總經理盧志遠先生。盧總經理在演講時，為了鼓勵年青人勇於踏出舒適

圈，不吝挑戰自我，他引用相傳是日本維新三傑之一西鄉隆盛所作的〈立志詩〉作為

贈言。其詩云：「男兒立志出青山，學不成名死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

青山。」日本近現代精擅漢詩的能人眾多，不乏在各領域都很有知名度的人。包括近

代文豪夏目漱石，貴為君主的大正天皇，或是知名的漢學家如狩野直喜、內藤湖南、

吉川幸次郎等。甚至連征伐過中國的著名軍事將領乃木希典、山縣有朋等，都寫過不

少傳誦一時的漢詩。這說明了古典詩歌使用的語言形式，也即「漢文」或「文言

文」，幾乎是整個東亞文化圈曾經共同擁有的溝通媒介。

　　在關注近現代古典詩歌的研究領域時，絕不只僅將視野框限在「中國」之域內。

包括南洋文人們因戰亂、經濟等元素遷徙至異地，創作諸多具有離散經驗的古典詩

歌；或臺灣古典詩社跨越清領、日治時期，猶能保持自身弦歌不輟的創作與吟詠傳

統，詩歌的風雅命脈在東亞各地可謂遍地開花：日本、韓國、越南等地的文人，都有

可觀的古典詩歌創作值得關注。如果說文學革命所追求的「言文一致」創造了新時代

民族國家的語言，那麼在此之前便已流播東亞的古典詩歌，正展現了它們跨越語際的

研究潛能。

　　不過其實那首以「男兒立志出鄉關」領首句的七絕詩，原作者也應非西鄉隆盛。

該詩的作者應是幕末日本尊皇攘夷派的僧人月性之名篇。月性鼓勵當時青年「埋骨何

須桑梓地」的動機，頗帶有日本「武人之詩」剛健而講求忠君愛國的精神風貌。但這

首詩不只曾為西鄉隆盛所挪借，甚至也常被當作毛澤東寫作的〈立志詩〉來傳播。這

也回到古典詩所賴以傳播的「載體」與「流向」問題。東亞文化圈交流及受容網絡非

常複雜，而追索詩歌傳布與流通的腳步，正是一種獨特的觀察切入點。唯有理解這些

古典詩作流播的途徑，將其再脈絡化地進入整個東亞世界中，研究者才能深入理解近

現代古典詩歌的流播形式及其文化意義。古典漢詩不只可作為我們由「現代」回望

「古典」的橋樑，其實也是理解東亞世界的一個重要氣窗，深具交流史的研究潛能。

重省關於「文體」的知識譜系與文化傳統

　　「文學革命」確實使得白話語體文一躍成為了「現代文學」的主旋律，但古典詩

歌的書寫和傳承，卻仍是不曾隱沒的「執抝的低音」。現代文學史的視野中，必然有

著屬於古典文學的席次，因為無論時代浪潮如何風起雲湧，古典詩歌的書寫和應用傳

統始終存在，不曾自歷史的舞臺退場。

　　近現代古典詩歌研究的意義，並不是為了復辟古典語言的形式或思想，而是努力

將光線引進，使這個在近現代文學史中被遮蔽的身影得以重見天日，並且重新被脈絡

化。這一切其實都是「詩歌」與「歷史」的交錯辯證──無論是如何定位「現代文學

史」中的「古典詩歌」，或是認知到古典詩歌如何參與及描述了時代的建設與創造，

古典詩歌背後傳承的知識體系，以及它影響流播至東亞世界的書寫傳統，都使得古今

中外的創作者們，將生命與文學的慧炬相續其中。近現代的古典詩歌有其承繼，也有

其新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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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文學革命」之後

　　線性的、進化論式的文學史，擘畫了一張白話文取代了文言文的藍圖，這中間以

「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以及「新時代必須有新語言」的基礎概念，驗證了文學乃至

於文學研究的發展都是「若無新變，不能代雄」。而「現代文學史」中所預設的「現

代文學」，也因而排除了「古典文學」的位置。然而文學史上種種因人為所區隔出的

「新舊之別」，是否都能夠如「文學革命」所預設的歷史發展近路一樣，一刀切地斷

開古典與現代、文言文與白話文、舊體詩與新詩呢？

　　這裡所謂的「文學革命」，可謂是關於「現代文學」最重要的起源敘事。期間大

抵涉及了語言型態與知識體系的巨大翻轉──這必須溯源自1917年前後，由胡適

（1891-1962）、陳獨秀（1879-1942）等人領銜發起，在文學史上通稱為「文學革

命」的思想文化運動。現代社會裡諸如文言文與白話文之分野，或詩歌中講求古典格

律的「舊體詩」與自由格律的「新詩」之區分，都與「文學革命」帶來的改變息息相

關。

　　我們會稱運用古典格律寫作的詩歌為「古典詩」或「舊體詩」，就正因「文學革

命」所帶來的新／舊二分之框架。其影響所及，也造成在一般學界認知裡，「古典文

學」幾乎都被視為舊時語言思想的遺產，甚至被目為骸骨、視為化石，認定古典詩歌

多侷限於詩友社群之間的傳播效應，成為一種具備輿論性質的寫作。1931年東三省

淪陷時，大量譴責政府「不抵抗」的作戰方針，與哀嘆國難世變的舊詩吟詠，可說是

蔚然成風。如著名的南社詩人馬君武撰有譴責張學良及其所領導的東北軍，在造成東

三省淪陷的關鍵事件九一八事變中，毫無作為的〈哀瀋陽〉詩作，馬君武以仿效李商

隱〈北齊〉詩歌的手法和創作意旨，以譴責君王因沉湎女色導致誤國的名篇，直指張

學良詒誤軍機的禍首元凶是「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當行。溫柔鄉是英雄塚，

哪管東師入瀋陽」──這首詩傳誦一時，當時也產生過大量和作，琅琅上口的音節與

其聳人耳目的描寫深入人心。但詩歌當中描繪的「情節」並非「事實」，卻代表一種

傳統知識分子意圖藉由詩歌的諷喻傳統來參與社會的姿態──但這首詩作的影響之深

遠，又幾乎可說是近現代重要的「假新聞」案例。影星胡蝶當時被這首風行一時的詩

歌連累，必須在報刊上登載啟示，澄清自己並未與張學良在那個時間點上，有任何會

面之機會。但這個「少帥與美人共舞」的情節，還是廣泛流播於當時社會各階層中。

古典詩繼承自「諷諭詩」的書寫傳統，和其容易被記誦的傳播特質，讓此類的「詩

歌」寫作足以成為政治宣傳上的一把利刃，報刊的傳播效應，更讓古典詩歌在此方面

的效應加乘。但這之中真假與褒貶的創作倫理問題，成為古今文學不同書寫價值體系

撞擊的一面明鏡。

　　除此之外，古典詩歌語言婉曲的特質，也讓這類書寫當代人物及當代事件的時

論，可以藉由文學的距離與保護傘，相對取得較寬鬆的言論空間。如民國首個因「漢

奸」罪而伏法的知名才子黃濬，他的突然被捕及槍決，引發社會譁然。而錢鍾書和陳

寅恪都曾以古典詩歌嘆詠其人其事。無論是嘆其「失足真遺千古恨」（錢鍾書，〈題

新刊聆風簃詩集〉，或慨此人「世亂佳人還作賊」（陳寅恪，〈丁亥春日閱花隨人聖

庵筆記深賞其遊暘臺山看杏花詩因題一律〉），這些藉由古典詩歌寫作進行的月旦品

評，都代表近現代學者對褒貶史傳之春秋傳統的踵繼，但這一貼觸時局敏感禁忌的書

寫，卻也藉由古典詩歌「微言」式的文體特質，獲致了一定的言論空間。

近的研究趨勢裡，我們也逐漸能看到被視為「不變」的古典文學形式，仍然在現代性

所衝擊的情境背景下，涵具許多來自新時代的變遷脈絡。古典詩不僅配合著時代新

變，開始思考著自身在「介紹新概念」與「容納新語詞、新事物」的嘗試上有所作

為，古典文學文體自身所衍異出的新變，也參與了文學歷史演進的腳步。

舊文體與新載體／真諷諭與假新聞

　　古典詩歌有唱和的寫作傳統，亦有詠史懷古的創作類型。這不僅是古典詩歌創作

的基本形式，也往往標誌其文體功能的展現。如「唱和」之形式，就同代人間的唱和

而言，可看出存在於社群友朋間的溝通表意與對話邏輯；而不同時代間的「古今唱

和」、「異代唱和」，更具備有調取傳統知識資源，與作者所存在的生命情境相互碰

撞、衝融的意義。通過唱和以及古今相映的語言形式，古典詩歌遂能達致「知人及為

人所知」的效果，這是古典詩歌「言志」傳統的具體展演。因此許多近現代的政治人

物或文人學者們，即使熟稔於白話語體文的創作，在某些特定的生命情境下，仍試圖

用古典詩歌來寄託自己的情志。

　　如1937年北平淪陷後，學者陳寅恪寫下諸如「讀史早知今日事，對花還憶去年

人」、「南渡自應思往事，北歸端恐待來生」等著名詩句，都是運用典故和古典形

式，卻深刻表達當時知識分子生命情境的名篇。而原來身為「新文學」健將的朱自

清，更在這場亂離的過程中師從舊詩名家黃節學詩。他在1941年寄贈給俞平伯的詩

作〈寄懷平伯北平〉中云：「經年兀兀仍孤詣，舉世茫茫有百哀。引領朔風知勁草，

何當執手話沉灰。」既有自明心跡，勸諷友人在亂世中應當守節的諫諍之意，而寄贈

酬詠的形式更說明了古典詩歌是知識分子向古典文學與文化所汲取的重要文化資源。

陳寅恪、朱自清以及和他們一樣，同屬「西南聯大師生」的那一代知識份子，在抗戰

時期留下豐沛的古典詩歌創作質量，說明古典詩歌的唱和形式以及和文化傳統間的深

刻連結，是他們在世變情境下難以捨棄的詩學話語，這也是促使諸多現代學術知識體

系裡的知識份子或新文學作家們「勒馬回韁作舊詩」的重要原因。

　　但讓古典詩歌的影響力仍活躍於新時代中的，不僅有傳統文類的言志傳統，近現

代報刊傳媒的蓬勃發展，也使得這些舊詩，得藉由新載體的傳播功能，發揮超越原來

感，金風蕭瑟走千官。老歸大澤菰蒲盡，夢墜空雲齒髮寒。竦聽荒雞偏闃寂，起看星

斗正闌干。」無疑也緊緊扣合他在乙亥年間（1935）目睹國事蜩螗，油然生發一種

對時代的深刻感懷，詩中傳達的時代心曲，具有現代性文學徵驗性的斷裂感與孤絕

感，堪稱現代文學史中的佳構。

　　甚至到了1958年，當毛澤東意欲在「大躍進」的時代背景下，召喚更多民間關

於「新民歌」的寫作時，他所寫下的詩歌〈送瘟神〉二首，及其著名詩序──「讀六

月三十日《人民日報》，餘江縣消滅了血吸蟲。浮想聯翩，夜不能寐。微風拂煦，旭

日臨窗，遙望南天，欣然命筆。」在表面維持古典傳統的語言形式下，數以萬計的

「新」文學創作，紛紛起而效仿了毛澤東，試圖以詩歌讚譽那個時代的「進步」榮景

──當時民歌集的作者甚至意欲比附這樣的「詩歌大躍進」為新的「國風」，運用

《詩經》之文學傳統與話語資源，來致敬或者抬高這場由政治力量所主導的文學創作

風潮。這些例證即使未必都屬正面，卻顯示古典詩歌的語言形式，以及它所召喚的文

化遺產，其實從未缺席在現代文學史中。即使創作古典詩歌不再如同古典時代那樣，

是所有知識階層皆須涵具的基本修養，但「詩國」的命脈，正藉由這些對古典思想文

化資源的反覆運用，至今都未曾斷絕。

　　胡適當年擘畫文學革命的藍圖及戰略時，曾視古典詩歌為最難攻克的堡壘。往後

文學史發展的軌跡，也確實印證了胡適當時所觀察到的局勢，「文言詩國」有深厚而

難以撼動的創作傳統，在白話詩尚在實驗語言的「嘗試」階段時，古典詩則挾帶其綿

延數千年的創作傳統，成為知識分子對古典。這也造就了古典詩歌的某些書寫或言志

功能，是白話詩歌所不具備，或尚難在短時間內完全取代的。然而習慣了白話語體文

與不拘格律自由詩的現代學者，因為遺落了開啟古典語言和思想體系的鑰匙，往往難

以返回那個由豐沛的古典詩歌創作們所建構的國度。

　　近現代的古典詩歌研究有感於此，正希望能扮演橋接起通往「詩國」的階梯──

將古典詩歌這個曾因「文學革命」的線性敘事，而被排除在「現代文學」視野之外的

文學形式，使其重新被反省與正視。這個研究領域，企圖在古典／現代被絕對劃分為

二元對立的框架外，尋找一種融通古今，跨越古典與現代的研究視野。事實上，在晚

乘載的文學美感及其語言特質，都是一種已然被時代所「封存」，不再能夠反映現代

經驗的文學形式。

　　代表性的發言如胡適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所言：「那些死用文言的人，有

了意思，卻須把這意思翻成幾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卻須把這感情譯為幾千年前

的文言。」對當時的胡適而言，「新」的語言形式和思想框架，似乎皆必須通過揚棄

「舊」之手段，方能達成。而古典的語言形式，也似乎隨著「新時代」的到來，不再

具有生命力及延續性。

與新時代同行的近現代古典詩歌

　　但近現代古典詩歌之研究，某程度卻逆反了上述這些關於「文學革命」的線性敘

事與進化論想像。幾千年前的文學典故，或是運用幾千年前流傳至今的語言形式表達

的情感，倘若為善於調度文字的作者，以及善於讀取詩意的讀者活用，照樣是鮮活而

且能深刻傳達時代心曲的文學。從二十世紀上半葉以迄於今，古典詩歌的創作活動其

實從未歇止。這些仍遵照著古典格律的詩歌寫作，也始終不曾自外於現代精神文明的

發展進程。

　　早從中華民國誕生之前，慷慨就義的革命義士們就每每藉由古典詩歌之書寫，來

傳播及樹立他們震撼人心的精神形象。無論是1907年鑑湖女俠秋瑾就義前，傳誦一

時的「秋風秋雨愁煞人」，或是1910年汪精衛行刺攝政王載灃後被捕後，於獄中寫

下的「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都相當膾炙人口且深

入人心。這些詩歌的傳誦，無疑都運用了古典的語言形式，傳播了革新政體的革命思

想，召喚且感動群眾投身革命，可說是利用古典詩歌參與創造新時代的鮮明例證。

　　近現代的古典詩歌寫作，不是現代文學的反義詞。近現代的古典詩歌寫作，也構

成了現代文學或文化史中不可或缺的組成成分。被視為新文學之父的魯迅，1907年

所運用文言文寫作的〈摩羅詩力說〉，批判傳統思想深具力道，被視為五四啟蒙運動

重要思想資源。他晚年纏綿病榻之際，寫給生平摯友許壽裳的〈亥年殘秋偶作〉一

詩，該詩表達的心靈境界──「曾驚秋肅臨天下，敢遣春溫上筆端。塵海蒼茫沉百

流播東亞的文學形式

　　2018年筆者博士班畢業時，參與了該年的臺大畢業典禮。當時典禮的致詞貴賓

是旺宏電子的總經理盧志遠先生。盧總經理在演講時，為了鼓勵年青人勇於踏出舒適

圈，不吝挑戰自我，他引用相傳是日本維新三傑之一西鄉隆盛所作的〈立志詩〉作為

贈言。其詩云：「男兒立志出青山，學不成名死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

青山。」日本近現代精擅漢詩的能人眾多，不乏在各領域都很有知名度的人。包括近

代文豪夏目漱石，貴為君主的大正天皇，或是知名的漢學家如狩野直喜、內藤湖南、

吉川幸次郎等。甚至連征伐過中國的著名軍事將領乃木希典、山縣有朋等，都寫過不

少傳誦一時的漢詩。這說明了古典詩歌使用的語言形式，也即「漢文」或「文言

文」，幾乎是整個東亞文化圈曾經共同擁有的溝通媒介。

　　在關注近現代古典詩歌的研究領域時，絕不只僅將視野框限在「中國」之域內。

包括南洋文人們因戰亂、經濟等元素遷徙至異地，創作諸多具有離散經驗的古典詩

歌；或臺灣古典詩社跨越清領、日治時期，猶能保持自身弦歌不輟的創作與吟詠傳

統，詩歌的風雅命脈在東亞各地可謂遍地開花：日本、韓國、越南等地的文人，都有

可觀的古典詩歌創作值得關注。如果說文學革命所追求的「言文一致」創造了新時代

民族國家的語言，那麼在此之前便已流播東亞的古典詩歌，正展現了它們跨越語際的

研究潛能。

　　不過其實那首以「男兒立志出鄉關」領首句的七絕詩，原作者也應非西鄉隆盛。

該詩的作者應是幕末日本尊皇攘夷派的僧人月性之名篇。月性鼓勵當時青年「埋骨何

須桑梓地」的動機，頗帶有日本「武人之詩」剛健而講求忠君愛國的精神風貌。但這

首詩不只曾為西鄉隆盛所挪借，甚至也常被當作毛澤東寫作的〈立志詩〉來傳播。這

也回到古典詩所賴以傳播的「載體」與「流向」問題。東亞文化圈交流及受容網絡非

常複雜，而追索詩歌傳布與流通的腳步，正是一種獨特的觀察切入點。唯有理解這些

古典詩作流播的途徑，將其再脈絡化地進入整個東亞世界中，研究者才能深入理解近

現代古典詩歌的流播形式及其文化意義。古典漢詩不只可作為我們由「現代」回望

「古典」的橋樑，其實也是理解東亞世界的一個重要氣窗，深具交流史的研究潛能。

重省關於「文體」的知識譜系與文化傳統

　　「文學革命」確實使得白話語體文一躍成為了「現代文學」的主旋律，但古典詩

歌的書寫和傳承，卻仍是不曾隱沒的「執抝的低音」。現代文學史的視野中，必然有

著屬於古典文學的席次，因為無論時代浪潮如何風起雲湧，古典詩歌的書寫和應用傳

統始終存在，不曾自歷史的舞臺退場。

　　近現代古典詩歌研究的意義，並不是為了復辟古典語言的形式或思想，而是努力

將光線引進，使這個在近現代文學史中被遮蔽的身影得以重見天日，並且重新被脈絡

化。這一切其實都是「詩歌」與「歷史」的交錯辯證──無論是如何定位「現代文學

史」中的「古典詩歌」，或是認知到古典詩歌如何參與及描述了時代的建設與創造，

古典詩歌背後傳承的知識體系，以及它影響流播至東亞世界的書寫傳統，都使得古今

中外的創作者們，將生命與文學的慧炬相續其中。近現代的古典詩歌有其承繼，也有

其新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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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文學革命」之後

　　線性的、進化論式的文學史，擘畫了一張白話文取代了文言文的藍圖，這中間以

「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以及「新時代必須有新語言」的基礎概念，驗證了文學乃至

於文學研究的發展都是「若無新變，不能代雄」。而「現代文學史」中所預設的「現

代文學」，也因而排除了「古典文學」的位置。然而文學史上種種因人為所區隔出的

「新舊之別」，是否都能夠如「文學革命」所預設的歷史發展近路一樣，一刀切地斷

開古典與現代、文言文與白話文、舊體詩與新詩呢？

　　這裡所謂的「文學革命」，可謂是關於「現代文學」最重要的起源敘事。期間大

抵涉及了語言型態與知識體系的巨大翻轉──這必須溯源自1917年前後，由胡適

（1891-1962）、陳獨秀（1879-1942）等人領銜發起，在文學史上通稱為「文學革

命」的思想文化運動。現代社會裡諸如文言文與白話文之分野，或詩歌中講求古典格

律的「舊體詩」與自由格律的「新詩」之區分，都與「文學革命」帶來的改變息息相

關。

　　我們會稱運用古典格律寫作的詩歌為「古典詩」或「舊體詩」，就正因「文學革

命」所帶來的新／舊二分之框架。其影響所及，也造成在一般學界認知裡，「古典文

學」幾乎都被視為舊時語言思想的遺產，甚至被目為骸骨、視為化石，認定古典詩歌

多侷限於詩友社群之間的傳播效應，成為一種具備輿論性質的寫作。1931年東三省

淪陷時，大量譴責政府「不抵抗」的作戰方針，與哀嘆國難世變的舊詩吟詠，可說是

蔚然成風。如著名的南社詩人馬君武撰有譴責張學良及其所領導的東北軍，在造成東

三省淪陷的關鍵事件九一八事變中，毫無作為的〈哀瀋陽〉詩作，馬君武以仿效李商

隱〈北齊〉詩歌的手法和創作意旨，以譴責君王因沉湎女色導致誤國的名篇，直指張

學良詒誤軍機的禍首元凶是「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當行。溫柔鄉是英雄塚，

哪管東師入瀋陽」──這首詩傳誦一時，當時也產生過大量和作，琅琅上口的音節與

其聳人耳目的描寫深入人心。但詩歌當中描繪的「情節」並非「事實」，卻代表一種

傳統知識分子意圖藉由詩歌的諷喻傳統來參與社會的姿態──但這首詩作的影響之深

遠，又幾乎可說是近現代重要的「假新聞」案例。影星胡蝶當時被這首風行一時的詩

歌連累，必須在報刊上登載啟示，澄清自己並未與張學良在那個時間點上，有任何會

面之機會。但這個「少帥與美人共舞」的情節，還是廣泛流播於當時社會各階層中。

古典詩繼承自「諷諭詩」的書寫傳統，和其容易被記誦的傳播特質，讓此類的「詩

歌」寫作足以成為政治宣傳上的一把利刃，報刊的傳播效應，更讓古典詩歌在此方面

的效應加乘。但這之中真假與褒貶的創作倫理問題，成為古今文學不同書寫價值體系

撞擊的一面明鏡。

　　除此之外，古典詩歌語言婉曲的特質，也讓這類書寫當代人物及當代事件的時

論，可以藉由文學的距離與保護傘，相對取得較寬鬆的言論空間。如民國首個因「漢

奸」罪而伏法的知名才子黃濬，他的突然被捕及槍決，引發社會譁然。而錢鍾書和陳

寅恪都曾以古典詩歌嘆詠其人其事。無論是嘆其「失足真遺千古恨」（錢鍾書，〈題

新刊聆風簃詩集〉，或慨此人「世亂佳人還作賊」（陳寅恪，〈丁亥春日閱花隨人聖

庵筆記深賞其遊暘臺山看杏花詩因題一律〉），這些藉由古典詩歌寫作進行的月旦品

評，都代表近現代學者對褒貶史傳之春秋傳統的踵繼，但這一貼觸時局敏感禁忌的書

寫，卻也藉由古典詩歌「微言」式的文體特質，獲致了一定的言論空間。

近的研究趨勢裡，我們也逐漸能看到被視為「不變」的古典文學形式，仍然在現代性

所衝擊的情境背景下，涵具許多來自新時代的變遷脈絡。古典詩不僅配合著時代新

變，開始思考著自身在「介紹新概念」與「容納新語詞、新事物」的嘗試上有所作

為，古典文學文體自身所衍異出的新變，也參與了文學歷史演進的腳步。

舊文體與新載體／真諷諭與假新聞

　　古典詩歌有唱和的寫作傳統，亦有詠史懷古的創作類型。這不僅是古典詩歌創作

的基本形式，也往往標誌其文體功能的展現。如「唱和」之形式，就同代人間的唱和

而言，可看出存在於社群友朋間的溝通表意與對話邏輯；而不同時代間的「古今唱

和」、「異代唱和」，更具備有調取傳統知識資源，與作者所存在的生命情境相互碰

撞、衝融的意義。通過唱和以及古今相映的語言形式，古典詩歌遂能達致「知人及為

人所知」的效果，這是古典詩歌「言志」傳統的具體展演。因此許多近現代的政治人

物或文人學者們，即使熟稔於白話語體文的創作，在某些特定的生命情境下，仍試圖

用古典詩歌來寄託自己的情志。

　　如1937年北平淪陷後，學者陳寅恪寫下諸如「讀史早知今日事，對花還憶去年

人」、「南渡自應思往事，北歸端恐待來生」等著名詩句，都是運用典故和古典形

式，卻深刻表達當時知識分子生命情境的名篇。而原來身為「新文學」健將的朱自

清，更在這場亂離的過程中師從舊詩名家黃節學詩。他在1941年寄贈給俞平伯的詩

作〈寄懷平伯北平〉中云：「經年兀兀仍孤詣，舉世茫茫有百哀。引領朔風知勁草，

何當執手話沉灰。」既有自明心跡，勸諷友人在亂世中應當守節的諫諍之意，而寄贈

酬詠的形式更說明了古典詩歌是知識分子向古典文學與文化所汲取的重要文化資源。

陳寅恪、朱自清以及和他們一樣，同屬「西南聯大師生」的那一代知識份子，在抗戰

時期留下豐沛的古典詩歌創作質量，說明古典詩歌的唱和形式以及和文化傳統間的深

刻連結，是他們在世變情境下難以捨棄的詩學話語，這也是促使諸多現代學術知識體

系裡的知識份子或新文學作家們「勒馬回韁作舊詩」的重要原因。

　　但讓古典詩歌的影響力仍活躍於新時代中的，不僅有傳統文類的言志傳統，近現

代報刊傳媒的蓬勃發展，也使得這些舊詩，得藉由新載體的傳播功能，發揮超越原來

感，金風蕭瑟走千官。老歸大澤菰蒲盡，夢墜空雲齒髮寒。竦聽荒雞偏闃寂，起看星

斗正闌干。」無疑也緊緊扣合他在乙亥年間（1935）目睹國事蜩螗，油然生發一種

對時代的深刻感懷，詩中傳達的時代心曲，具有現代性文學徵驗性的斷裂感與孤絕

感，堪稱現代文學史中的佳構。

　　甚至到了1958年，當毛澤東意欲在「大躍進」的時代背景下，召喚更多民間關

於「新民歌」的寫作時，他所寫下的詩歌〈送瘟神〉二首，及其著名詩序──「讀六

月三十日《人民日報》，餘江縣消滅了血吸蟲。浮想聯翩，夜不能寐。微風拂煦，旭

日臨窗，遙望南天，欣然命筆。」在表面維持古典傳統的語言形式下，數以萬計的

「新」文學創作，紛紛起而效仿了毛澤東，試圖以詩歌讚譽那個時代的「進步」榮景

──當時民歌集的作者甚至意欲比附這樣的「詩歌大躍進」為新的「國風」，運用

《詩經》之文學傳統與話語資源，來致敬或者抬高這場由政治力量所主導的文學創作

風潮。這些例證即使未必都屬正面，卻顯示古典詩歌的語言形式，以及它所召喚的文

化遺產，其實從未缺席在現代文學史中。即使創作古典詩歌不再如同古典時代那樣，

是所有知識階層皆須涵具的基本修養，但「詩國」的命脈，正藉由這些對古典思想文

化資源的反覆運用，至今都未曾斷絕。

　　胡適當年擘畫文學革命的藍圖及戰略時，曾視古典詩歌為最難攻克的堡壘。往後

文學史發展的軌跡，也確實印證了胡適當時所觀察到的局勢，「文言詩國」有深厚而

難以撼動的創作傳統，在白話詩尚在實驗語言的「嘗試」階段時，古典詩則挾帶其綿

延數千年的創作傳統，成為知識分子對古典。這也造就了古典詩歌的某些書寫或言志

功能，是白話詩歌所不具備，或尚難在短時間內完全取代的。然而習慣了白話語體文

與不拘格律自由詩的現代學者，因為遺落了開啟古典語言和思想體系的鑰匙，往往難

以返回那個由豐沛的古典詩歌創作們所建構的國度。

　　近現代的古典詩歌研究有感於此，正希望能扮演橋接起通往「詩國」的階梯──

將古典詩歌這個曾因「文學革命」的線性敘事，而被排除在「現代文學」視野之外的

文學形式，使其重新被反省與正視。這個研究領域，企圖在古典／現代被絕對劃分為

二元對立的框架外，尋找一種融通古今，跨越古典與現代的研究視野。事實上，在晚

乘載的文學美感及其語言特質，都是一種已然被時代所「封存」，不再能夠反映現代

經驗的文學形式。

　　代表性的發言如胡適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所言：「那些死用文言的人，有

了意思，卻須把這意思翻成幾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卻須把這感情譯為幾千年前

的文言。」對當時的胡適而言，「新」的語言形式和思想框架，似乎皆必須通過揚棄

「舊」之手段，方能達成。而古典的語言形式，也似乎隨著「新時代」的到來，不再

具有生命力及延續性。

與新時代同行的近現代古典詩歌

　　但近現代古典詩歌之研究，某程度卻逆反了上述這些關於「文學革命」的線性敘

事與進化論想像。幾千年前的文學典故，或是運用幾千年前流傳至今的語言形式表達

的情感，倘若為善於調度文字的作者，以及善於讀取詩意的讀者活用，照樣是鮮活而

且能深刻傳達時代心曲的文學。從二十世紀上半葉以迄於今，古典詩歌的創作活動其

實從未歇止。這些仍遵照著古典格律的詩歌寫作，也始終不曾自外於現代精神文明的

發展進程。

　　早從中華民國誕生之前，慷慨就義的革命義士們就每每藉由古典詩歌之書寫，來

傳播及樹立他們震撼人心的精神形象。無論是1907年鑑湖女俠秋瑾就義前，傳誦一

時的「秋風秋雨愁煞人」，或是1910年汪精衛行刺攝政王載灃後被捕後，於獄中寫

下的「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都相當膾炙人口且深

入人心。這些詩歌的傳誦，無疑都運用了古典的語言形式，傳播了革新政體的革命思

想，召喚且感動群眾投身革命，可說是利用古典詩歌參與創造新時代的鮮明例證。

　　近現代的古典詩歌寫作，不是現代文學的反義詞。近現代的古典詩歌寫作，也構

成了現代文學或文化史中不可或缺的組成成分。被視為新文學之父的魯迅，1907年

所運用文言文寫作的〈摩羅詩力說〉，批判傳統思想深具力道，被視為五四啟蒙運動

重要思想資源。他晚年纏綿病榻之際，寫給生平摯友許壽裳的〈亥年殘秋偶作〉一

詩，該詩表達的心靈境界──「曾驚秋肅臨天下，敢遣春溫上筆端。塵海蒼茫沉百

流播東亞的文學形式

　　2018年筆者博士班畢業時，參與了該年的臺大畢業典禮。當時典禮的致詞貴賓

是旺宏電子的總經理盧志遠先生。盧總經理在演講時，為了鼓勵年青人勇於踏出舒適

圈，不吝挑戰自我，他引用相傳是日本維新三傑之一西鄉隆盛所作的〈立志詩〉作為

贈言。其詩云：「男兒立志出青山，學不成名死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

青山。」日本近現代精擅漢詩的能人眾多，不乏在各領域都很有知名度的人。包括近

代文豪夏目漱石，貴為君主的大正天皇，或是知名的漢學家如狩野直喜、內藤湖南、

吉川幸次郎等。甚至連征伐過中國的著名軍事將領乃木希典、山縣有朋等，都寫過不

少傳誦一時的漢詩。這說明了古典詩歌使用的語言形式，也即「漢文」或「文言

文」，幾乎是整個東亞文化圈曾經共同擁有的溝通媒介。

　　在關注近現代古典詩歌的研究領域時，絕不只僅將視野框限在「中國」之域內。

包括南洋文人們因戰亂、經濟等元素遷徙至異地，創作諸多具有離散經驗的古典詩

歌；或臺灣古典詩社跨越清領、日治時期，猶能保持自身弦歌不輟的創作與吟詠傳

統，詩歌的風雅命脈在東亞各地可謂遍地開花：日本、韓國、越南等地的文人，都有

可觀的古典詩歌創作值得關注。如果說文學革命所追求的「言文一致」創造了新時代

民族國家的語言，那麼在此之前便已流播東亞的古典詩歌，正展現了它們跨越語際的

研究潛能。

　　不過其實那首以「男兒立志出鄉關」領首句的七絕詩，原作者也應非西鄉隆盛。

該詩的作者應是幕末日本尊皇攘夷派的僧人月性之名篇。月性鼓勵當時青年「埋骨何

須桑梓地」的動機，頗帶有日本「武人之詩」剛健而講求忠君愛國的精神風貌。但這

首詩不只曾為西鄉隆盛所挪借，甚至也常被當作毛澤東寫作的〈立志詩〉來傳播。這

也回到古典詩所賴以傳播的「載體」與「流向」問題。東亞文化圈交流及受容網絡非

常複雜，而追索詩歌傳布與流通的腳步，正是一種獨特的觀察切入點。唯有理解這些

古典詩作流播的途徑，將其再脈絡化地進入整個東亞世界中，研究者才能深入理解近

現代古典詩歌的流播形式及其文化意義。古典漢詩不只可作為我們由「現代」回望

「古典」的橋樑，其實也是理解東亞世界的一個重要氣窗，深具交流史的研究潛能。

重省關於「文體」的知識譜系與文化傳統

　　「文學革命」確實使得白話語體文一躍成為了「現代文學」的主旋律，但古典詩

歌的書寫和傳承，卻仍是不曾隱沒的「執抝的低音」。現代文學史的視野中，必然有

著屬於古典文學的席次，因為無論時代浪潮如何風起雲湧，古典詩歌的書寫和應用傳

統始終存在，不曾自歷史的舞臺退場。

　　近現代古典詩歌研究的意義，並不是為了復辟古典語言的形式或思想，而是努力

將光線引進，使這個在近現代文學史中被遮蔽的身影得以重見天日，並且重新被脈絡

化。這一切其實都是「詩歌」與「歷史」的交錯辯證──無論是如何定位「現代文學

史」中的「古典詩歌」，或是認知到古典詩歌如何參與及描述了時代的建設與創造，

古典詩歌背後傳承的知識體系，以及它影響流播至東亞世界的書寫傳統，都使得古今

中外的創作者們，將生命與文學的慧炬相續其中。近現代的古典詩歌有其承繼，也有

其新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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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文學革命」之後

　　線性的、進化論式的文學史，擘畫了一張白話文取代了文言文的藍圖，這中間以

「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以及「新時代必須有新語言」的基礎概念，驗證了文學乃至

於文學研究的發展都是「若無新變，不能代雄」。而「現代文學史」中所預設的「現

代文學」，也因而排除了「古典文學」的位置。然而文學史上種種因人為所區隔出的

「新舊之別」，是否都能夠如「文學革命」所預設的歷史發展近路一樣，一刀切地斷

開古典與現代、文言文與白話文、舊體詩與新詩呢？

　　這裡所謂的「文學革命」，可謂是關於「現代文學」最重要的起源敘事。期間大

抵涉及了語言型態與知識體系的巨大翻轉──這必須溯源自1917年前後，由胡適

（1891-1962）、陳獨秀（1879-1942）等人領銜發起，在文學史上通稱為「文學革

命」的思想文化運動。現代社會裡諸如文言文與白話文之分野，或詩歌中講求古典格

律的「舊體詩」與自由格律的「新詩」之區分，都與「文學革命」帶來的改變息息相

關。

　　我們會稱運用古典格律寫作的詩歌為「古典詩」或「舊體詩」，就正因「文學革

命」所帶來的新／舊二分之框架。其影響所及，也造成在一般學界認知裡，「古典文

學」幾乎都被視為舊時語言思想的遺產，甚至被目為骸骨、視為化石，認定古典詩歌

多侷限於詩友社群之間的傳播效應，成為一種具備輿論性質的寫作。1931年東三省

淪陷時，大量譴責政府「不抵抗」的作戰方針，與哀嘆國難世變的舊詩吟詠，可說是

蔚然成風。如著名的南社詩人馬君武撰有譴責張學良及其所領導的東北軍，在造成東

三省淪陷的關鍵事件九一八事變中，毫無作為的〈哀瀋陽〉詩作，馬君武以仿效李商

隱〈北齊〉詩歌的手法和創作意旨，以譴責君王因沉湎女色導致誤國的名篇，直指張

學良詒誤軍機的禍首元凶是「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當行。溫柔鄉是英雄塚，

哪管東師入瀋陽」──這首詩傳誦一時，當時也產生過大量和作，琅琅上口的音節與

其聳人耳目的描寫深入人心。但詩歌當中描繪的「情節」並非「事實」，卻代表一種

傳統知識分子意圖藉由詩歌的諷喻傳統來參與社會的姿態──但這首詩作的影響之深

遠，又幾乎可說是近現代重要的「假新聞」案例。影星胡蝶當時被這首風行一時的詩

歌連累，必須在報刊上登載啟示，澄清自己並未與張學良在那個時間點上，有任何會

面之機會。但這個「少帥與美人共舞」的情節，還是廣泛流播於當時社會各階層中。

古典詩繼承自「諷諭詩」的書寫傳統，和其容易被記誦的傳播特質，讓此類的「詩

歌」寫作足以成為政治宣傳上的一把利刃，報刊的傳播效應，更讓古典詩歌在此方面

的效應加乘。但這之中真假與褒貶的創作倫理問題，成為古今文學不同書寫價值體系

撞擊的一面明鏡。

　　除此之外，古典詩歌語言婉曲的特質，也讓這類書寫當代人物及當代事件的時

論，可以藉由文學的距離與保護傘，相對取得較寬鬆的言論空間。如民國首個因「漢

奸」罪而伏法的知名才子黃濬，他的突然被捕及槍決，引發社會譁然。而錢鍾書和陳

寅恪都曾以古典詩歌嘆詠其人其事。無論是嘆其「失足真遺千古恨」（錢鍾書，〈題

新刊聆風簃詩集〉，或慨此人「世亂佳人還作賊」（陳寅恪，〈丁亥春日閱花隨人聖

庵筆記深賞其遊暘臺山看杏花詩因題一律〉），這些藉由古典詩歌寫作進行的月旦品

評，都代表近現代學者對褒貶史傳之春秋傳統的踵繼，但這一貼觸時局敏感禁忌的書

寫，卻也藉由古典詩歌「微言」式的文體特質，獲致了一定的言論空間。

近的研究趨勢裡，我們也逐漸能看到被視為「不變」的古典文學形式，仍然在現代性

所衝擊的情境背景下，涵具許多來自新時代的變遷脈絡。古典詩不僅配合著時代新

變，開始思考著自身在「介紹新概念」與「容納新語詞、新事物」的嘗試上有所作

為，古典文學文體自身所衍異出的新變，也參與了文學歷史演進的腳步。

舊文體與新載體／真諷諭與假新聞

　　古典詩歌有唱和的寫作傳統，亦有詠史懷古的創作類型。這不僅是古典詩歌創作

的基本形式，也往往標誌其文體功能的展現。如「唱和」之形式，就同代人間的唱和

而言，可看出存在於社群友朋間的溝通表意與對話邏輯；而不同時代間的「古今唱

和」、「異代唱和」，更具備有調取傳統知識資源，與作者所存在的生命情境相互碰

撞、衝融的意義。通過唱和以及古今相映的語言形式，古典詩歌遂能達致「知人及為

人所知」的效果，這是古典詩歌「言志」傳統的具體展演。因此許多近現代的政治人

物或文人學者們，即使熟稔於白話語體文的創作，在某些特定的生命情境下，仍試圖

用古典詩歌來寄託自己的情志。

　　如1937年北平淪陷後，學者陳寅恪寫下諸如「讀史早知今日事，對花還憶去年

人」、「南渡自應思往事，北歸端恐待來生」等著名詩句，都是運用典故和古典形

式，卻深刻表達當時知識分子生命情境的名篇。而原來身為「新文學」健將的朱自

清，更在這場亂離的過程中師從舊詩名家黃節學詩。他在1941年寄贈給俞平伯的詩

作〈寄懷平伯北平〉中云：「經年兀兀仍孤詣，舉世茫茫有百哀。引領朔風知勁草，

何當執手話沉灰。」既有自明心跡，勸諷友人在亂世中應當守節的諫諍之意，而寄贈

酬詠的形式更說明了古典詩歌是知識分子向古典文學與文化所汲取的重要文化資源。

陳寅恪、朱自清以及和他們一樣，同屬「西南聯大師生」的那一代知識份子，在抗戰

時期留下豐沛的古典詩歌創作質量，說明古典詩歌的唱和形式以及和文化傳統間的深

刻連結，是他們在世變情境下難以捨棄的詩學話語，這也是促使諸多現代學術知識體

系裡的知識份子或新文學作家們「勒馬回韁作舊詩」的重要原因。

　　但讓古典詩歌的影響力仍活躍於新時代中的，不僅有傳統文類的言志傳統，近現

代報刊傳媒的蓬勃發展，也使得這些舊詩，得藉由新載體的傳播功能，發揮超越原來

感，金風蕭瑟走千官。老歸大澤菰蒲盡，夢墜空雲齒髮寒。竦聽荒雞偏闃寂，起看星

斗正闌干。」無疑也緊緊扣合他在乙亥年間（1935）目睹國事蜩螗，油然生發一種

對時代的深刻感懷，詩中傳達的時代心曲，具有現代性文學徵驗性的斷裂感與孤絕

感，堪稱現代文學史中的佳構。

　　甚至到了1958年，當毛澤東意欲在「大躍進」的時代背景下，召喚更多民間關

於「新民歌」的寫作時，他所寫下的詩歌〈送瘟神〉二首，及其著名詩序──「讀六

月三十日《人民日報》，餘江縣消滅了血吸蟲。浮想聯翩，夜不能寐。微風拂煦，旭

日臨窗，遙望南天，欣然命筆。」在表面維持古典傳統的語言形式下，數以萬計的

「新」文學創作，紛紛起而效仿了毛澤東，試圖以詩歌讚譽那個時代的「進步」榮景

──當時民歌集的作者甚至意欲比附這樣的「詩歌大躍進」為新的「國風」，運用

《詩經》之文學傳統與話語資源，來致敬或者抬高這場由政治力量所主導的文學創作

風潮。這些例證即使未必都屬正面，卻顯示古典詩歌的語言形式，以及它所召喚的文

化遺產，其實從未缺席在現代文學史中。即使創作古典詩歌不再如同古典時代那樣，

是所有知識階層皆須涵具的基本修養，但「詩國」的命脈，正藉由這些對古典思想文

化資源的反覆運用，至今都未曾斷絕。

　　胡適當年擘畫文學革命的藍圖及戰略時，曾視古典詩歌為最難攻克的堡壘。往後

文學史發展的軌跡，也確實印證了胡適當時所觀察到的局勢，「文言詩國」有深厚而

難以撼動的創作傳統，在白話詩尚在實驗語言的「嘗試」階段時，古典詩則挾帶其綿

延數千年的創作傳統，成為知識分子對古典。這也造就了古典詩歌的某些書寫或言志

功能，是白話詩歌所不具備，或尚難在短時間內完全取代的。然而習慣了白話語體文

與不拘格律自由詩的現代學者，因為遺落了開啟古典語言和思想體系的鑰匙，往往難

以返回那個由豐沛的古典詩歌創作們所建構的國度。

　　近現代的古典詩歌研究有感於此，正希望能扮演橋接起通往「詩國」的階梯──

將古典詩歌這個曾因「文學革命」的線性敘事，而被排除在「現代文學」視野之外的

文學形式，使其重新被反省與正視。這個研究領域，企圖在古典／現代被絕對劃分為

二元對立的框架外，尋找一種融通古今，跨越古典與現代的研究視野。事實上，在晚

乘載的文學美感及其語言特質，都是一種已然被時代所「封存」，不再能夠反映現代

經驗的文學形式。

　　代表性的發言如胡適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所言：「那些死用文言的人，有

了意思，卻須把這意思翻成幾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卻須把這感情譯為幾千年前

的文言。」對當時的胡適而言，「新」的語言形式和思想框架，似乎皆必須通過揚棄

「舊」之手段，方能達成。而古典的語言形式，也似乎隨著「新時代」的到來，不再

具有生命力及延續性。

與新時代同行的近現代古典詩歌

　　但近現代古典詩歌之研究，某程度卻逆反了上述這些關於「文學革命」的線性敘

事與進化論想像。幾千年前的文學典故，或是運用幾千年前流傳至今的語言形式表達

的情感，倘若為善於調度文字的作者，以及善於讀取詩意的讀者活用，照樣是鮮活而

且能深刻傳達時代心曲的文學。從二十世紀上半葉以迄於今，古典詩歌的創作活動其

實從未歇止。這些仍遵照著古典格律的詩歌寫作，也始終不曾自外於現代精神文明的

發展進程。

　　早從中華民國誕生之前，慷慨就義的革命義士們就每每藉由古典詩歌之書寫，來

傳播及樹立他們震撼人心的精神形象。無論是1907年鑑湖女俠秋瑾就義前，傳誦一

時的「秋風秋雨愁煞人」，或是1910年汪精衛行刺攝政王載灃後被捕後，於獄中寫

下的「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都相當膾炙人口且深

入人心。這些詩歌的傳誦，無疑都運用了古典的語言形式，傳播了革新政體的革命思

想，召喚且感動群眾投身革命，可說是利用古典詩歌參與創造新時代的鮮明例證。

　　近現代的古典詩歌寫作，不是現代文學的反義詞。近現代的古典詩歌寫作，也構

成了現代文學或文化史中不可或缺的組成成分。被視為新文學之父的魯迅，1907年

所運用文言文寫作的〈摩羅詩力說〉，批判傳統思想深具力道，被視為五四啟蒙運動

重要思想資源。他晚年纏綿病榻之際，寫給生平摯友許壽裳的〈亥年殘秋偶作〉一

詩，該詩表達的心靈境界──「曾驚秋肅臨天下，敢遣春溫上筆端。塵海蒼茫沉百

流播東亞的文學形式

　　2018年筆者博士班畢業時，參與了該年的臺大畢業典禮。當時典禮的致詞貴賓

是旺宏電子的總經理盧志遠先生。盧總經理在演講時，為了鼓勵年青人勇於踏出舒適

圈，不吝挑戰自我，他引用相傳是日本維新三傑之一西鄉隆盛所作的〈立志詩〉作為

贈言。其詩云：「男兒立志出青山，學不成名死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

青山。」日本近現代精擅漢詩的能人眾多，不乏在各領域都很有知名度的人。包括近

代文豪夏目漱石，貴為君主的大正天皇，或是知名的漢學家如狩野直喜、內藤湖南、

吉川幸次郎等。甚至連征伐過中國的著名軍事將領乃木希典、山縣有朋等，都寫過不

少傳誦一時的漢詩。這說明了古典詩歌使用的語言形式，也即「漢文」或「文言

文」，幾乎是整個東亞文化圈曾經共同擁有的溝通媒介。

　　在關注近現代古典詩歌的研究領域時，絕不只僅將視野框限在「中國」之域內。

包括南洋文人們因戰亂、經濟等元素遷徙至異地，創作諸多具有離散經驗的古典詩

歌；或臺灣古典詩社跨越清領、日治時期，猶能保持自身弦歌不輟的創作與吟詠傳

統，詩歌的風雅命脈在東亞各地可謂遍地開花：日本、韓國、越南等地的文人，都有

可觀的古典詩歌創作值得關注。如果說文學革命所追求的「言文一致」創造了新時代

民族國家的語言，那麼在此之前便已流播東亞的古典詩歌，正展現了它們跨越語際的

研究潛能。

　　不過其實那首以「男兒立志出鄉關」領首句的七絕詩，原作者也應非西鄉隆盛。

該詩的作者應是幕末日本尊皇攘夷派的僧人月性之名篇。月性鼓勵當時青年「埋骨何

須桑梓地」的動機，頗帶有日本「武人之詩」剛健而講求忠君愛國的精神風貌。但這

首詩不只曾為西鄉隆盛所挪借，甚至也常被當作毛澤東寫作的〈立志詩〉來傳播。這

也回到古典詩所賴以傳播的「載體」與「流向」問題。東亞文化圈交流及受容網絡非

常複雜，而追索詩歌傳布與流通的腳步，正是一種獨特的觀察切入點。唯有理解這些

古典詩作流播的途徑，將其再脈絡化地進入整個東亞世界中，研究者才能深入理解近

現代古典詩歌的流播形式及其文化意義。古典漢詩不只可作為我們由「現代」回望

「古典」的橋樑，其實也是理解東亞世界的一個重要氣窗，深具交流史的研究潛能。

重省關於「文體」的知識譜系與文化傳統

　　「文學革命」確實使得白話語體文一躍成為了「現代文學」的主旋律，但古典詩

歌的書寫和傳承，卻仍是不曾隱沒的「執抝的低音」。現代文學史的視野中，必然有

著屬於古典文學的席次，因為無論時代浪潮如何風起雲湧，古典詩歌的書寫和應用傳

統始終存在，不曾自歷史的舞臺退場。

　　近現代古典詩歌研究的意義，並不是為了復辟古典語言的形式或思想，而是努力

將光線引進，使這個在近現代文學史中被遮蔽的身影得以重見天日，並且重新被脈絡

化。這一切其實都是「詩歌」與「歷史」的交錯辯證──無論是如何定位「現代文學

史」中的「古典詩歌」，或是認知到古典詩歌如何參與及描述了時代的建設與創造，

古典詩歌背後傳承的知識體系，以及它影響流播至東亞世界的書寫傳統，都使得古今

中外的創作者們，將生命與文學的慧炬相續其中。近現代的古典詩歌有其承繼，也有

其新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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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文學革命」之後

　　線性的、進化論式的文學史，擘畫了一張白話文取代了文言文的藍圖，這中間以

「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以及「新時代必須有新語言」的基礎概念，驗證了文學乃至

於文學研究的發展都是「若無新變，不能代雄」。而「現代文學史」中所預設的「現

代文學」，也因而排除了「古典文學」的位置。然而文學史上種種因人為所區隔出的

「新舊之別」，是否都能夠如「文學革命」所預設的歷史發展近路一樣，一刀切地斷

開古典與現代、文言文與白話文、舊體詩與新詩呢？

　　這裡所謂的「文學革命」，可謂是關於「現代文學」最重要的起源敘事。期間大

抵涉及了語言型態與知識體系的巨大翻轉──這必須溯源自1917年前後，由胡適

（1891-1962）、陳獨秀（1879-1942）等人領銜發起，在文學史上通稱為「文學革

命」的思想文化運動。現代社會裡諸如文言文與白話文之分野，或詩歌中講求古典格

律的「舊體詩」與自由格律的「新詩」之區分，都與「文學革命」帶來的改變息息相

關。

　　我們會稱運用古典格律寫作的詩歌為「古典詩」或「舊體詩」，就正因「文學革

命」所帶來的新／舊二分之框架。其影響所及，也造成在一般學界認知裡，「古典文

學」幾乎都被視為舊時語言思想的遺產，甚至被目為骸骨、視為化石，認定古典詩歌

多侷限於詩友社群之間的傳播效應，成為一種具備輿論性質的寫作。1931年東三省

淪陷時，大量譴責政府「不抵抗」的作戰方針，與哀嘆國難世變的舊詩吟詠，可說是

蔚然成風。如著名的南社詩人馬君武撰有譴責張學良及其所領導的東北軍，在造成東

三省淪陷的關鍵事件九一八事變中，毫無作為的〈哀瀋陽〉詩作，馬君武以仿效李商

隱〈北齊〉詩歌的手法和創作意旨，以譴責君王因沉湎女色導致誤國的名篇，直指張

學良詒誤軍機的禍首元凶是「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當行。溫柔鄉是英雄塚，

哪管東師入瀋陽」──這首詩傳誦一時，當時也產生過大量和作，琅琅上口的音節與

其聳人耳目的描寫深入人心。但詩歌當中描繪的「情節」並非「事實」，卻代表一種

傳統知識分子意圖藉由詩歌的諷喻傳統來參與社會的姿態──但這首詩作的影響之深

遠，又幾乎可說是近現代重要的「假新聞」案例。影星胡蝶當時被這首風行一時的詩

歌連累，必須在報刊上登載啟示，澄清自己並未與張學良在那個時間點上，有任何會

面之機會。但這個「少帥與美人共舞」的情節，還是廣泛流播於當時社會各階層中。

古典詩繼承自「諷諭詩」的書寫傳統，和其容易被記誦的傳播特質，讓此類的「詩

歌」寫作足以成為政治宣傳上的一把利刃，報刊的傳播效應，更讓古典詩歌在此方面

的效應加乘。但這之中真假與褒貶的創作倫理問題，成為古今文學不同書寫價值體系

撞擊的一面明鏡。

　　除此之外，古典詩歌語言婉曲的特質，也讓這類書寫當代人物及當代事件的時

論，可以藉由文學的距離與保護傘，相對取得較寬鬆的言論空間。如民國首個因「漢

奸」罪而伏法的知名才子黃濬，他的突然被捕及槍決，引發社會譁然。而錢鍾書和陳

寅恪都曾以古典詩歌嘆詠其人其事。無論是嘆其「失足真遺千古恨」（錢鍾書，〈題

新刊聆風簃詩集〉，或慨此人「世亂佳人還作賊」（陳寅恪，〈丁亥春日閱花隨人聖

庵筆記深賞其遊暘臺山看杏花詩因題一律〉），這些藉由古典詩歌寫作進行的月旦品

評，都代表近現代學者對褒貶史傳之春秋傳統的踵繼，但這一貼觸時局敏感禁忌的書

寫，卻也藉由古典詩歌「微言」式的文體特質，獲致了一定的言論空間。

近的研究趨勢裡，我們也逐漸能看到被視為「不變」的古典文學形式，仍然在現代性

所衝擊的情境背景下，涵具許多來自新時代的變遷脈絡。古典詩不僅配合著時代新

變，開始思考著自身在「介紹新概念」與「容納新語詞、新事物」的嘗試上有所作

為，古典文學文體自身所衍異出的新變，也參與了文學歷史演進的腳步。

舊文體與新載體／真諷諭與假新聞

　　古典詩歌有唱和的寫作傳統，亦有詠史懷古的創作類型。這不僅是古典詩歌創作

的基本形式，也往往標誌其文體功能的展現。如「唱和」之形式，就同代人間的唱和

而言，可看出存在於社群友朋間的溝通表意與對話邏輯；而不同時代間的「古今唱

和」、「異代唱和」，更具備有調取傳統知識資源，與作者所存在的生命情境相互碰

撞、衝融的意義。通過唱和以及古今相映的語言形式，古典詩歌遂能達致「知人及為

人所知」的效果，這是古典詩歌「言志」傳統的具體展演。因此許多近現代的政治人

物或文人學者們，即使熟稔於白話語體文的創作，在某些特定的生命情境下，仍試圖

用古典詩歌來寄託自己的情志。

　　如1937年北平淪陷後，學者陳寅恪寫下諸如「讀史早知今日事，對花還憶去年

人」、「南渡自應思往事，北歸端恐待來生」等著名詩句，都是運用典故和古典形

式，卻深刻表達當時知識分子生命情境的名篇。而原來身為「新文學」健將的朱自

清，更在這場亂離的過程中師從舊詩名家黃節學詩。他在1941年寄贈給俞平伯的詩

作〈寄懷平伯北平〉中云：「經年兀兀仍孤詣，舉世茫茫有百哀。引領朔風知勁草，

何當執手話沉灰。」既有自明心跡，勸諷友人在亂世中應當守節的諫諍之意，而寄贈

酬詠的形式更說明了古典詩歌是知識分子向古典文學與文化所汲取的重要文化資源。

陳寅恪、朱自清以及和他們一樣，同屬「西南聯大師生」的那一代知識份子，在抗戰

時期留下豐沛的古典詩歌創作質量，說明古典詩歌的唱和形式以及和文化傳統間的深

刻連結，是他們在世變情境下難以捨棄的詩學話語，這也是促使諸多現代學術知識體

系裡的知識份子或新文學作家們「勒馬回韁作舊詩」的重要原因。

　　但讓古典詩歌的影響力仍活躍於新時代中的，不僅有傳統文類的言志傳統，近現

代報刊傳媒的蓬勃發展，也使得這些舊詩，得藉由新載體的傳播功能，發揮超越原來

感，金風蕭瑟走千官。老歸大澤菰蒲盡，夢墜空雲齒髮寒。竦聽荒雞偏闃寂，起看星

斗正闌干。」無疑也緊緊扣合他在乙亥年間（1935）目睹國事蜩螗，油然生發一種

對時代的深刻感懷，詩中傳達的時代心曲，具有現代性文學徵驗性的斷裂感與孤絕

感，堪稱現代文學史中的佳構。

　　甚至到了1958年，當毛澤東意欲在「大躍進」的時代背景下，召喚更多民間關

於「新民歌」的寫作時，他所寫下的詩歌〈送瘟神〉二首，及其著名詩序──「讀六

月三十日《人民日報》，餘江縣消滅了血吸蟲。浮想聯翩，夜不能寐。微風拂煦，旭

日臨窗，遙望南天，欣然命筆。」在表面維持古典傳統的語言形式下，數以萬計的

「新」文學創作，紛紛起而效仿了毛澤東，試圖以詩歌讚譽那個時代的「進步」榮景

──當時民歌集的作者甚至意欲比附這樣的「詩歌大躍進」為新的「國風」，運用

《詩經》之文學傳統與話語資源，來致敬或者抬高這場由政治力量所主導的文學創作

風潮。這些例證即使未必都屬正面，卻顯示古典詩歌的語言形式，以及它所召喚的文

化遺產，其實從未缺席在現代文學史中。即使創作古典詩歌不再如同古典時代那樣，

是所有知識階層皆須涵具的基本修養，但「詩國」的命脈，正藉由這些對古典思想文

化資源的反覆運用，至今都未曾斷絕。

　　胡適當年擘畫文學革命的藍圖及戰略時，曾視古典詩歌為最難攻克的堡壘。往後

文學史發展的軌跡，也確實印證了胡適當時所觀察到的局勢，「文言詩國」有深厚而

難以撼動的創作傳統，在白話詩尚在實驗語言的「嘗試」階段時，古典詩則挾帶其綿

延數千年的創作傳統，成為知識分子對古典。這也造就了古典詩歌的某些書寫或言志

功能，是白話詩歌所不具備，或尚難在短時間內完全取代的。然而習慣了白話語體文

與不拘格律自由詩的現代學者，因為遺落了開啟古典語言和思想體系的鑰匙，往往難

以返回那個由豐沛的古典詩歌創作們所建構的國度。

　　近現代的古典詩歌研究有感於此，正希望能扮演橋接起通往「詩國」的階梯──

將古典詩歌這個曾因「文學革命」的線性敘事，而被排除在「現代文學」視野之外的

文學形式，使其重新被反省與正視。這個研究領域，企圖在古典／現代被絕對劃分為

二元對立的框架外，尋找一種融通古今，跨越古典與現代的研究視野。事實上，在晚

乘載的文學美感及其語言特質，都是一種已然被時代所「封存」，不再能夠反映現代

經驗的文學形式。

　　代表性的發言如胡適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所言：「那些死用文言的人，有

了意思，卻須把這意思翻成幾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卻須把這感情譯為幾千年前

的文言。」對當時的胡適而言，「新」的語言形式和思想框架，似乎皆必須通過揚棄

「舊」之手段，方能達成。而古典的語言形式，也似乎隨著「新時代」的到來，不再

具有生命力及延續性。

與新時代同行的近現代古典詩歌

　　但近現代古典詩歌之研究，某程度卻逆反了上述這些關於「文學革命」的線性敘

事與進化論想像。幾千年前的文學典故，或是運用幾千年前流傳至今的語言形式表達

的情感，倘若為善於調度文字的作者，以及善於讀取詩意的讀者活用，照樣是鮮活而

且能深刻傳達時代心曲的文學。從二十世紀上半葉以迄於今，古典詩歌的創作活動其

實從未歇止。這些仍遵照著古典格律的詩歌寫作，也始終不曾自外於現代精神文明的

發展進程。

　　早從中華民國誕生之前，慷慨就義的革命義士們就每每藉由古典詩歌之書寫，來

傳播及樹立他們震撼人心的精神形象。無論是1907年鑑湖女俠秋瑾就義前，傳誦一

時的「秋風秋雨愁煞人」，或是1910年汪精衛行刺攝政王載灃後被捕後，於獄中寫

下的「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都相當膾炙人口且深

入人心。這些詩歌的傳誦，無疑都運用了古典的語言形式，傳播了革新政體的革命思

想，召喚且感動群眾投身革命，可說是利用古典詩歌參與創造新時代的鮮明例證。

　　近現代的古典詩歌寫作，不是現代文學的反義詞。近現代的古典詩歌寫作，也構

成了現代文學或文化史中不可或缺的組成成分。被視為新文學之父的魯迅，1907年

所運用文言文寫作的〈摩羅詩力說〉，批判傳統思想深具力道，被視為五四啟蒙運動

重要思想資源。他晚年纏綿病榻之際，寫給生平摯友許壽裳的〈亥年殘秋偶作〉一

詩，該詩表達的心靈境界──「曾驚秋肅臨天下，敢遣春溫上筆端。塵海蒼茫沉百

流播東亞的文學形式

　　2018年筆者博士班畢業時，參與了該年的臺大畢業典禮。當時典禮的致詞貴賓

是旺宏電子的總經理盧志遠先生。盧總經理在演講時，為了鼓勵年青人勇於踏出舒適

圈，不吝挑戰自我，他引用相傳是日本維新三傑之一西鄉隆盛所作的〈立志詩〉作為

贈言。其詩云：「男兒立志出青山，學不成名死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

青山。」日本近現代精擅漢詩的能人眾多，不乏在各領域都很有知名度的人。包括近

代文豪夏目漱石，貴為君主的大正天皇，或是知名的漢學家如狩野直喜、內藤湖南、

吉川幸次郎等。甚至連征伐過中國的著名軍事將領乃木希典、山縣有朋等，都寫過不

少傳誦一時的漢詩。這說明了古典詩歌使用的語言形式，也即「漢文」或「文言

文」，幾乎是整個東亞文化圈曾經共同擁有的溝通媒介。

　　在關注近現代古典詩歌的研究領域時，絕不只僅將視野框限在「中國」之域內。

包括南洋文人們因戰亂、經濟等元素遷徙至異地，創作諸多具有離散經驗的古典詩

歌；或臺灣古典詩社跨越清領、日治時期，猶能保持自身弦歌不輟的創作與吟詠傳

統，詩歌的風雅命脈在東亞各地可謂遍地開花：日本、韓國、越南等地的文人，都有

可觀的古典詩歌創作值得關注。如果說文學革命所追求的「言文一致」創造了新時代

民族國家的語言，那麼在此之前便已流播東亞的古典詩歌，正展現了它們跨越語際的

研究潛能。

　　不過其實那首以「男兒立志出鄉關」領首句的七絕詩，原作者也應非西鄉隆盛。

該詩的作者應是幕末日本尊皇攘夷派的僧人月性之名篇。月性鼓勵當時青年「埋骨何

須桑梓地」的動機，頗帶有日本「武人之詩」剛健而講求忠君愛國的精神風貌。但這

首詩不只曾為西鄉隆盛所挪借，甚至也常被當作毛澤東寫作的〈立志詩〉來傳播。這

也回到古典詩所賴以傳播的「載體」與「流向」問題。東亞文化圈交流及受容網絡非

常複雜，而追索詩歌傳布與流通的腳步，正是一種獨特的觀察切入點。唯有理解這些

古典詩作流播的途徑，將其再脈絡化地進入整個東亞世界中，研究者才能深入理解近

現代古典詩歌的流播形式及其文化意義。古典漢詩不只可作為我們由「現代」回望

「古典」的橋樑，其實也是理解東亞世界的一個重要氣窗，深具交流史的研究潛能。

重省關於「文體」的知識譜系與文化傳統

　　「文學革命」確實使得白話語體文一躍成為了「現代文學」的主旋律，但古典詩

歌的書寫和傳承，卻仍是不曾隱沒的「執抝的低音」。現代文學史的視野中，必然有

著屬於古典文學的席次，因為無論時代浪潮如何風起雲湧，古典詩歌的書寫和應用傳

統始終存在，不曾自歷史的舞臺退場。

　　近現代古典詩歌研究的意義，並不是為了復辟古典語言的形式或思想，而是努力

將光線引進，使這個在近現代文學史中被遮蔽的身影得以重見天日，並且重新被脈絡

化。這一切其實都是「詩歌」與「歷史」的交錯辯證──無論是如何定位「現代文學

史」中的「古典詩歌」，或是認知到古典詩歌如何參與及描述了時代的建設與創造，

古典詩歌背後傳承的知識體系，以及它影響流播至東亞世界的書寫傳統，都使得古今

中外的創作者們，將生命與文學的慧炬相續其中。近現代的古典詩歌有其承繼，也有

其新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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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0月至12月業務行事曆

　　10月

　　 延聘國內訪問學者：108年10月1日至108年10月31日

　　 補助期刊審查專書書稿：108年10月1日至108年10月31日

　　 補助期刊編輯費用：108年10月21日至108年11月11日

　　全年度隨到隨審

　　 補助科技部跨領域研究計畫之前置規劃案

　　 補助國內學術研討會

　　 境外學人來臺訪問

   

情境：「文學革命」之後

　　線性的、進化論式的文學史，擘畫了一張白話文取代了文言文的藍圖，這中間以

「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以及「新時代必須有新語言」的基礎概念，驗證了文學乃至

於文學研究的發展都是「若無新變，不能代雄」。而「現代文學史」中所預設的「現

代文學」，也因而排除了「古典文學」的位置。然而文學史上種種因人為所區隔出的

「新舊之別」，是否都能夠如「文學革命」所預設的歷史發展近路一樣，一刀切地斷

開古典與現代、文言文與白話文、舊體詩與新詩呢？

　　這裡所謂的「文學革命」，可謂是關於「現代文學」最重要的起源敘事。期間大

抵涉及了語言型態與知識體系的巨大翻轉──這必須溯源自1917年前後，由胡適

（1891-1962）、陳獨秀（1879-1942）等人領銜發起，在文學史上通稱為「文學革

命」的思想文化運動。現代社會裡諸如文言文與白話文之分野，或詩歌中講求古典格

律的「舊體詩」與自由格律的「新詩」之區分，都與「文學革命」帶來的改變息息相

關。

　　我們會稱運用古典格律寫作的詩歌為「古典詩」或「舊體詩」，就正因「文學革

命」所帶來的新／舊二分之框架。其影響所及，也造成在一般學界認知裡，「古典文

學」幾乎都被視為舊時語言思想的遺產，甚至被目為骸骨、視為化石，認定古典詩歌

多侷限於詩友社群之間的傳播效應，成為一種具備輿論性質的寫作。1931年東三省

淪陷時，大量譴責政府「不抵抗」的作戰方針，與哀嘆國難世變的舊詩吟詠，可說是

蔚然成風。如著名的南社詩人馬君武撰有譴責張學良及其所領導的東北軍，在造成東

三省淪陷的關鍵事件九一八事變中，毫無作為的〈哀瀋陽〉詩作，馬君武以仿效李商

隱〈北齊〉詩歌的手法和創作意旨，以譴責君王因沉湎女色導致誤國的名篇，直指張

學良詒誤軍機的禍首元凶是「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當行。溫柔鄉是英雄塚，

哪管東師入瀋陽」──這首詩傳誦一時，當時也產生過大量和作，琅琅上口的音節與

其聳人耳目的描寫深入人心。但詩歌當中描繪的「情節」並非「事實」，卻代表一種

傳統知識分子意圖藉由詩歌的諷喻傳統來參與社會的姿態──但這首詩作的影響之深

遠，又幾乎可說是近現代重要的「假新聞」案例。影星胡蝶當時被這首風行一時的詩

歌連累，必須在報刊上登載啟示，澄清自己並未與張學良在那個時間點上，有任何會

面之機會。但這個「少帥與美人共舞」的情節，還是廣泛流播於當時社會各階層中。

古典詩繼承自「諷諭詩」的書寫傳統，和其容易被記誦的傳播特質，讓此類的「詩

歌」寫作足以成為政治宣傳上的一把利刃，報刊的傳播效應，更讓古典詩歌在此方面

的效應加乘。但這之中真假與褒貶的創作倫理問題，成為古今文學不同書寫價值體系

撞擊的一面明鏡。

　　除此之外，古典詩歌語言婉曲的特質，也讓這類書寫當代人物及當代事件的時

論，可以藉由文學的距離與保護傘，相對取得較寬鬆的言論空間。如民國首個因「漢

奸」罪而伏法的知名才子黃濬，他的突然被捕及槍決，引發社會譁然。而錢鍾書和陳

寅恪都曾以古典詩歌嘆詠其人其事。無論是嘆其「失足真遺千古恨」（錢鍾書，〈題

新刊聆風簃詩集〉，或慨此人「世亂佳人還作賊」（陳寅恪，〈丁亥春日閱花隨人聖

庵筆記深賞其遊暘臺山看杏花詩因題一律〉），這些藉由古典詩歌寫作進行的月旦品

評，都代表近現代學者對褒貶史傳之春秋傳統的踵繼，但這一貼觸時局敏感禁忌的書

寫，卻也藉由古典詩歌「微言」式的文體特質，獲致了一定的言論空間。

近的研究趨勢裡，我們也逐漸能看到被視為「不變」的古典文學形式，仍然在現代性

所衝擊的情境背景下，涵具許多來自新時代的變遷脈絡。古典詩不僅配合著時代新

變，開始思考著自身在「介紹新概念」與「容納新語詞、新事物」的嘗試上有所作

為，古典文學文體自身所衍異出的新變，也參與了文學歷史演進的腳步。

舊文體與新載體／真諷諭與假新聞

　　古典詩歌有唱和的寫作傳統，亦有詠史懷古的創作類型。這不僅是古典詩歌創作

的基本形式，也往往標誌其文體功能的展現。如「唱和」之形式，就同代人間的唱和

而言，可看出存在於社群友朋間的溝通表意與對話邏輯；而不同時代間的「古今唱

和」、「異代唱和」，更具備有調取傳統知識資源，與作者所存在的生命情境相互碰

撞、衝融的意義。通過唱和以及古今相映的語言形式，古典詩歌遂能達致「知人及為

人所知」的效果，這是古典詩歌「言志」傳統的具體展演。因此許多近現代的政治人

物或文人學者們，即使熟稔於白話語體文的創作，在某些特定的生命情境下，仍試圖

用古典詩歌來寄託自己的情志。

　　如1937年北平淪陷後，學者陳寅恪寫下諸如「讀史早知今日事，對花還憶去年

人」、「南渡自應思往事，北歸端恐待來生」等著名詩句，都是運用典故和古典形

式，卻深刻表達當時知識分子生命情境的名篇。而原來身為「新文學」健將的朱自

清，更在這場亂離的過程中師從舊詩名家黃節學詩。他在1941年寄贈給俞平伯的詩

作〈寄懷平伯北平〉中云：「經年兀兀仍孤詣，舉世茫茫有百哀。引領朔風知勁草，

何當執手話沉灰。」既有自明心跡，勸諷友人在亂世中應當守節的諫諍之意，而寄贈

酬詠的形式更說明了古典詩歌是知識分子向古典文學與文化所汲取的重要文化資源。

陳寅恪、朱自清以及和他們一樣，同屬「西南聯大師生」的那一代知識份子，在抗戰

時期留下豐沛的古典詩歌創作質量，說明古典詩歌的唱和形式以及和文化傳統間的深

刻連結，是他們在世變情境下難以捨棄的詩學話語，這也是促使諸多現代學術知識體

系裡的知識份子或新文學作家們「勒馬回韁作舊詩」的重要原因。

　　但讓古典詩歌的影響力仍活躍於新時代中的，不僅有傳統文類的言志傳統，近現

代報刊傳媒的蓬勃發展，也使得這些舊詩，得藉由新載體的傳播功能，發揮超越原來

感，金風蕭瑟走千官。老歸大澤菰蒲盡，夢墜空雲齒髮寒。竦聽荒雞偏闃寂，起看星

斗正闌干。」無疑也緊緊扣合他在乙亥年間（1935）目睹國事蜩螗，油然生發一種

對時代的深刻感懷，詩中傳達的時代心曲，具有現代性文學徵驗性的斷裂感與孤絕

感，堪稱現代文學史中的佳構。

　　甚至到了1958年，當毛澤東意欲在「大躍進」的時代背景下，召喚更多民間關

於「新民歌」的寫作時，他所寫下的詩歌〈送瘟神〉二首，及其著名詩序──「讀六

月三十日《人民日報》，餘江縣消滅了血吸蟲。浮想聯翩，夜不能寐。微風拂煦，旭

日臨窗，遙望南天，欣然命筆。」在表面維持古典傳統的語言形式下，數以萬計的

「新」文學創作，紛紛起而效仿了毛澤東，試圖以詩歌讚譽那個時代的「進步」榮景

──當時民歌集的作者甚至意欲比附這樣的「詩歌大躍進」為新的「國風」，運用

《詩經》之文學傳統與話語資源，來致敬或者抬高這場由政治力量所主導的文學創作

風潮。這些例證即使未必都屬正面，卻顯示古典詩歌的語言形式，以及它所召喚的文

化遺產，其實從未缺席在現代文學史中。即使創作古典詩歌不再如同古典時代那樣，

是所有知識階層皆須涵具的基本修養，但「詩國」的命脈，正藉由這些對古典思想文

化資源的反覆運用，至今都未曾斷絕。

　　胡適當年擘畫文學革命的藍圖及戰略時，曾視古典詩歌為最難攻克的堡壘。往後

文學史發展的軌跡，也確實印證了胡適當時所觀察到的局勢，「文言詩國」有深厚而

難以撼動的創作傳統，在白話詩尚在實驗語言的「嘗試」階段時，古典詩則挾帶其綿

延數千年的創作傳統，成為知識分子對古典。這也造就了古典詩歌的某些書寫或言志

功能，是白話詩歌所不具備，或尚難在短時間內完全取代的。然而習慣了白話語體文

與不拘格律自由詩的現代學者，因為遺落了開啟古典語言和思想體系的鑰匙，往往難

以返回那個由豐沛的古典詩歌創作們所建構的國度。

　　近現代的古典詩歌研究有感於此，正希望能扮演橋接起通往「詩國」的階梯──

將古典詩歌這個曾因「文學革命」的線性敘事，而被排除在「現代文學」視野之外的

文學形式，使其重新被反省與正視。這個研究領域，企圖在古典／現代被絕對劃分為

二元對立的框架外，尋找一種融通古今，跨越古典與現代的研究視野。事實上，在晚

乘載的文學美感及其語言特質，都是一種已然被時代所「封存」，不再能夠反映現代

經驗的文學形式。

　　代表性的發言如胡適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所言：「那些死用文言的人，有

了意思，卻須把這意思翻成幾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卻須把這感情譯為幾千年前

的文言。」對當時的胡適而言，「新」的語言形式和思想框架，似乎皆必須通過揚棄

「舊」之手段，方能達成。而古典的語言形式，也似乎隨著「新時代」的到來，不再

具有生命力及延續性。

與新時代同行的近現代古典詩歌

　　但近現代古典詩歌之研究，某程度卻逆反了上述這些關於「文學革命」的線性敘

事與進化論想像。幾千年前的文學典故，或是運用幾千年前流傳至今的語言形式表達

的情感，倘若為善於調度文字的作者，以及善於讀取詩意的讀者活用，照樣是鮮活而

且能深刻傳達時代心曲的文學。從二十世紀上半葉以迄於今，古典詩歌的創作活動其

實從未歇止。這些仍遵照著古典格律的詩歌寫作，也始終不曾自外於現代精神文明的

發展進程。

　　早從中華民國誕生之前，慷慨就義的革命義士們就每每藉由古典詩歌之書寫，來

傳播及樹立他們震撼人心的精神形象。無論是1907年鑑湖女俠秋瑾就義前，傳誦一

時的「秋風秋雨愁煞人」，或是1910年汪精衛行刺攝政王載灃後被捕後，於獄中寫

下的「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都相當膾炙人口且深

入人心。這些詩歌的傳誦，無疑都運用了古典的語言形式，傳播了革新政體的革命思

想，召喚且感動群眾投身革命，可說是利用古典詩歌參與創造新時代的鮮明例證。

　　近現代的古典詩歌寫作，不是現代文學的反義詞。近現代的古典詩歌寫作，也構

成了現代文學或文化史中不可或缺的組成成分。被視為新文學之父的魯迅，1907年

所運用文言文寫作的〈摩羅詩力說〉，批判傳統思想深具力道，被視為五四啟蒙運動

重要思想資源。他晚年纏綿病榻之際，寫給生平摯友許壽裳的〈亥年殘秋偶作〉一

詩，該詩表達的心靈境界──「曾驚秋肅臨天下，敢遣春溫上筆端。塵海蒼茫沉百

流播東亞的文學形式

　　2018年筆者博士班畢業時，參與了該年的臺大畢業典禮。當時典禮的致詞貴賓

是旺宏電子的總經理盧志遠先生。盧總經理在演講時，為了鼓勵年青人勇於踏出舒適

圈，不吝挑戰自我，他引用相傳是日本維新三傑之一西鄉隆盛所作的〈立志詩〉作為

贈言。其詩云：「男兒立志出青山，學不成名死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

青山。」日本近現代精擅漢詩的能人眾多，不乏在各領域都很有知名度的人。包括近

代文豪夏目漱石，貴為君主的大正天皇，或是知名的漢學家如狩野直喜、內藤湖南、

吉川幸次郎等。甚至連征伐過中國的著名軍事將領乃木希典、山縣有朋等，都寫過不

少傳誦一時的漢詩。這說明了古典詩歌使用的語言形式，也即「漢文」或「文言

文」，幾乎是整個東亞文化圈曾經共同擁有的溝通媒介。

　　在關注近現代古典詩歌的研究領域時，絕不只僅將視野框限在「中國」之域內。

包括南洋文人們因戰亂、經濟等元素遷徙至異地，創作諸多具有離散經驗的古典詩

歌；或臺灣古典詩社跨越清領、日治時期，猶能保持自身弦歌不輟的創作與吟詠傳

統，詩歌的風雅命脈在東亞各地可謂遍地開花：日本、韓國、越南等地的文人，都有

可觀的古典詩歌創作值得關注。如果說文學革命所追求的「言文一致」創造了新時代

民族國家的語言，那麼在此之前便已流播東亞的古典詩歌，正展現了它們跨越語際的

研究潛能。

　　不過其實那首以「男兒立志出鄉關」領首句的七絕詩，原作者也應非西鄉隆盛。

該詩的作者應是幕末日本尊皇攘夷派的僧人月性之名篇。月性鼓勵當時青年「埋骨何

須桑梓地」的動機，頗帶有日本「武人之詩」剛健而講求忠君愛國的精神風貌。但這

首詩不只曾為西鄉隆盛所挪借，甚至也常被當作毛澤東寫作的〈立志詩〉來傳播。這

也回到古典詩所賴以傳播的「載體」與「流向」問題。東亞文化圈交流及受容網絡非

常複雜，而追索詩歌傳布與流通的腳步，正是一種獨特的觀察切入點。唯有理解這些

古典詩作流播的途徑，將其再脈絡化地進入整個東亞世界中，研究者才能深入理解近

現代古典詩歌的流播形式及其文化意義。古典漢詩不只可作為我們由「現代」回望

「古典」的橋樑，其實也是理解東亞世界的一個重要氣窗，深具交流史的研究潛能。

重省關於「文體」的知識譜系與文化傳統

　　「文學革命」確實使得白話語體文一躍成為了「現代文學」的主旋律，但古典詩

歌的書寫和傳承，卻仍是不曾隱沒的「執抝的低音」。現代文學史的視野中，必然有

著屬於古典文學的席次，因為無論時代浪潮如何風起雲湧，古典詩歌的書寫和應用傳

統始終存在，不曾自歷史的舞臺退場。

　　近現代古典詩歌研究的意義，並不是為了復辟古典語言的形式或思想，而是努力

將光線引進，使這個在近現代文學史中被遮蔽的身影得以重見天日，並且重新被脈絡

化。這一切其實都是「詩歌」與「歷史」的交錯辯證──無論是如何定位「現代文學

史」中的「古典詩歌」，或是認知到古典詩歌如何參與及描述了時代的建設與創造，

古典詩歌背後傳承的知識體系，以及它影響流播至東亞世界的書寫傳統，都使得古今

中外的創作者們，將生命與文學的慧炬相續其中。近現代的古典詩歌有其承繼，也有

其新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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