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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計畫「地方風華的古典表述－－停雲詩社研究」，乃是以
1979-2010年間，活躍於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停雲詩社」社員的古
典詩詞（或稱為舊體詩詞）為研究的文本，論述內容除其例會、雅
集的酬唱活動之外，特別檢視作品中書寫地方意識、地方表述與地
方風華的內涵。由於「停雲詩社」的社員有半數以上是1949年以後
遷移來臺的「移民」詩人，因此本計畫特別以汪中為例，探討他在
地方流動轉折中的生命經驗與地方（故鄉）記憶，以及定居臺北之
後，與臺北地方、文學，乃至於文化發展的相互融涉關係與影響。

中文關鍵詞： 停雲詩社、臺灣詩社、臺灣古典詩、臺灣古典詞、汪中

英 文 摘 要 ： This research project  Classical Expression of Local Beauty
 is a study of the collective works of classical poetry
written by the members of the Standing Clouds Poets Society
who were mostly actively engaged in the faculty of th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during the years between
1979-2010.The study will not only focus on the routine
meetings, the society members' mutual poetic responding,
but also on the works concerning local consciousness, local
expressions and beauty of the land. More than half of
members of the Standing Clouds Poets Society were survivors
of a great upheaval poets who migrated unto Taiwan around
1949, therefore this project especially takes Wang Zhong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his life experiences and memories of
the homeland during this turning about of lands in his
life, and also, after settling down in the Taipei city, his
relationships with and influences into Taipei locality,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s.

英文關鍵詞： the Standing Clouds Poets Society,Taiwan Poets Society
,classical poems of Taiwan , classical ci of Taiwan,Wang
Z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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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成果之一 

地方風華的古典表述 

－－停雲詩社研究 

 

一、前言 

筆者近幾年寫作的論題以環繞詞人之地方書寫為主，已發表多篇的單篇論

文，並有《杭州聲華──以張鎡家族、姜夔、周密之詞為探討核心》一本專書。

此中論文多關注南宋張鎡家族、姜夔，以及宋末元初之際的周密、仇遠、趙孟頫

等詞人的杭州、或江浙其他地方的詞作書寫，從中探討「詞」與「時代」、「詞」

與「地方」的深刻關係。 

自 2014 年起，筆者除探究宋元詞人書寫地方的議題之外，也將研究範圍延

伸至近當代的古典詞學，包括發表民國詞人張伯駒之〈張伯駒《叢碧詞話》探究〉、

詞史光華的再現－－論渡海詞人江絜生（1903-1983）《瀛邊片羽》的書寫意義〉、

〈海天樂章－－汪中文壇地位及其詞作析論〉等文。 

而本計畫案：「地方風華的古典表述－－停雲詩社研究」，是延續古典文學

與地方對話的課題，將焦點從南宋、元初時期，轉移至現當代；從考察杭州、浙

江的文學書寫，轉向臺北的文學書寫；「江絜生」一文是聚焦「臺北古典文學」

的前行之作。本計畫「地方風華的古典表述－停雲詩社研究」將從時間的縱軸，

與地方的橫軸兩方面，探討臺灣一個重要的古典詩社，詩人及其詩詞作品與「時

代」、「地方」相互建構的關係。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自 1946 年成立至今，已走過 70 年的歷史。「地方風華

的古典表述－停雲詩社研究」，即以 1979-2010 年間，活躍於臺灣師範大學文學

院「停雲詩社」的學者與詩人為主要研究對象，包括羅尚、婁良樂、汪中、張以

仁、
1
邱燮友、王熙元、陳新雄、陳滿銘、杜松柏、黃永武、

2
尤信雄、張夢機、

沈秋雄、傅武光、陳文華、顏崑陽、文幸福等人（以出生年排序），彼等除羅尚、

張以仁之外，均曾任教於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或是在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完成

學士與碩博士學位者。詩社初由汪中、羅尚與張夢機於 1979 年倡議設立，其他

社員而後陸續加入。每月社課以古體、近體詩作為主，然於雅集、交游酬唱中，

亦間填詞和贈吟詠。 

停雲詩社社員多是宿儒而負時望者，如汪中、張以仁、陳新雄等諸位先生，

其詩其事，足堪為教育界與文學界之典範，故筆者於拜讀多位詩人詩詞篇什之後，

                                                      
1張以仁（1930-2009），湖南醴陵人，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受陳新雄教授邀請加入詩社。 
2黃永武（1936-），浙江嘉善縣人，屬於第一批入社社員，後來因故退出詩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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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意以此做為研究之議題與範疇，希冀為臺灣古典詩詞的研究增添一片繁花勝

景。 

 

二、停雲詩社的成立及其在臺的意義 

臺灣詩社的成立，「最早應是永曆十五年鄭成功攻克臺灣時由徐孚遠所成立

的海外幾社。」3而在日治時期達到一個歷史的高峰。 

臺灣詩社的數據，因年代的不同，以及學者們對詩社定義的不同，而呈現統

計數字不一的情況。據廖漢臣查詢，日治時期 1936 年臺灣詩社有 184 個以上。4其

後歷經二戰戰火浩劫的影響，詩社數量銳減，依據 1959 年賴子清〈古今臺灣詩

文社〉的記述，戰後臺灣「成立」的詩社有 11 個，若加上日治時期成立，而光

復後猶有活動的詩社，應有 60、70 個之譜。5而陳文華 1998 年的考察，臺灣詩社

數量則回降至 56 個。62014 年楊維仁在《臺灣文學年鑑》的統計有 50 多個。7最

新的資料是吳東晟在《2016 年臺灣文學年鑑》發表〈古典文學創作概述〉的統

計，「活躍中的臺灣民間詩社計有……35 社。」8這是臺灣社會歷史發展中一個特

殊而重要的現象。臺灣社會自明鄭時期、滿清、日治時期，到國民政府遷臺，直

至今日，一直保有對古典文學的創作熱情。「臺灣傳統詩社的數量，可說獨步全

球」，9陳文華教授讚嘆道。 

停雲詩社的創立與詩作活動，是臺灣這一歷史文化視域下的一片繁花勝景。 

1979 年，汪中（1926-2010）與羅尚（1923-2007）、張夢機（1941-2010）倡議

設立的「停雲詩社」，一時響應者眾。原創社時期（1979 年）第一批加入的詩人

有：羅尚、汪中、婁良樂（？-1981）、王熙元（1935-1996）、陳新雄（1935-）、杜

松柏（1935-）、黃永武（1936-）、尤信雄（1938-）、張夢機（1941-2010）、沈秋雄

（1941-）、陳文華（1946-）、顏崑陽（1948-）、文幸福（1949-）等人（以出生年

前後排序）。詩友推舉汪中擔任社長，陳新雄為監察人，文幸福為總幹事。而後

                                                      
3陳文華口述，林佳蓉採訪/整理撰稿：〈當代古典詩人的拓印之二－－專訪陳文華教授〉，《臺陽

文史研究學會計畫案報告》之二，訪問時間：2017 年 8 月 18 日。 
4廖漢臣云：「民國二十五、六年之間，全省詩社，實達一百八十四社以上。」廖漢臣纂修：《臺

灣省通志稿．學藝志．文學篇》（臺北：捷幼出版社，1999 年），第 22 冊，卷 6，頁 29。賴子

清：〈古今臺灣詩文社（一）〉云有：「淪日五十年間，詩社簇出，其數殆以三百計，不為不多。」

則日治時期臺灣詩社有 300 之數。《臺灣文獻》第 10 卷第 1 期（1959 年 9 月），頁 79。 
5賴子清：〈古今臺灣詩文社（一）〉，《臺灣文獻》第 10 卷第 1 期（1959 年 9 月），頁 79-82。  
6陳文華：〈古典詩的創作及活動〉，《1998 臺灣文學年鑑》（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9

年 6 月），頁 68。 
7楊維仁：〈古典文學創作概述〉，《2014 臺灣文學年鑑》，（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5 年 12 月），

頁 26。 
8吳東晟：〈古典文學創作概述〉，《2016 臺灣文學年鑑》（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7 年 12 月），

頁 69。《臺灣文學年鑑》近年來均做臺灣詩社的調查，每年分別由吳東晟、李知灝、楊維仁執

筆。 
9陳文華：〈古典詩的創作及活動〉，《1998 臺灣文學年鑑》，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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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續加入的詩人為：張以仁（1930-2009）、10邱燮友（1931-）、陳滿銘（1935-）、

傅武光（1944-）等人。陳滿銘於《逍遙遊吟稿》中載記他入社的因緣，以及詩

社運作的情形： 

 

民國八十年九月，由邱燮友教授推介，獲得通過，正式成為「停雲詩社」

社友。社成立甚早，社長為汪中教授、副社長為羅尚先生。除筆者外，社

友有陳新雄(監察人)、張以仁、邱燮友、杜松柏、張夢機、尤信雄、沈秋

雄、陳文華、文幸福(總幹事)、傅武光等教授。例會以每月舉行一次為原

則，但得視情況增減;由社友一人輪值，並確定日期時間、地點、題目，

交由總幹事通知執行。經過數年，僅得詩四十四首、詞一闋而已。11 

 

詩社每月社課以古體、近體詩作為主，或自我命題，或統一命題，詩友作品

互相傳閱品評，彼此交換看法。時時雅集、交游酬唱，互贈詩作。 

停雲詩友的「同質性」相當高，是一個以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學院詩人為主

體的詩社。詩社成員除了張以仁（1930-2009）為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羅尚為考

試院、總統府參議之外，其餘都是畢業於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國文研究所，而

後多留校任教的學者，僅少數幾位先生在他校任教，彼等是當時教育界的菁英群

體。其成立的意義可從以下三個層面分析之： 

 

（一）「停雲詩友」是薪傳古典文學慧命的重要詩人群體 

臺灣日治時期結束以後，因培育中等以上教育師資的工作付之闕如，故當

時行政長官公署決定於 1946 年 6 月 5 日籌設成立「臺灣省立師範學院」，以承

擔臺灣教育工作的使命，國文系是當時最早成立的十二個學系之一。 

國文系成立之初，聘任多位自大陸來臺的菁英學者為教授，如何容、胡不

歸、程發軔、許世瑛、潘重規、繆天華、謝冰瑩、高明、巴壺天……等；除此之

外，亦聘任臺籍教授，如陳蔡煉昌先生，12共同培育莘莘學子。 

國文系的課程方面涵蓋經、史、子、集各大領域，其中的文學領域含有古

典詩詞課程。其中成績優良者又經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的淬礪薰習，而成為一

代又一代的古典文學薪傳者，或在臺師大，或其他各大學任教，肩負起教育、傳

播古典文學慧命的工作。 

歷年來國文系的教授群，有多位師長在古典文學領域的貢獻既深且廣。教

授們除教導學生習作之外，彼此之間亦經常酬唱吟和，以詩詞相互贈答，「停雲

詩社」即是在這樣融洽的氛圍底下於 1979 年成立，匯聚師友間的創作能量，講

                                                      
10張以仁加入停雲詩社，是陳新雄教授邀請。 
11

 陳滿銘：《逍遙遊吟稿》，（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6 年），頁 111。 
12陳蔡煉昌先生，臺中豐原人，日本東京文理科大學漢文學士，曾任職於日本東京高等師範學校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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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詩詞創作的方法，如張夢機《思齋說詩》有〈詩的錘鍊與含蓄〉、〈詞的宮調與

聲情〉二文，前者討論古典詩的創作問題，後者釐析詞牌所屬之宮調與填詞創作

之聲情表現的關係，是介紹也是教導詩詞創作的文章。透過他們的教學、寫作、

論述，將古典詩詞學傳遞給下一代有志於此的學子。 

由於停雲詩友經常聚會雅集，彼此唱和；而如羅尚、陳新雄、張夢機、文

幸福等詩友的創作詩興時如泉湧，久之，這些詩人的作品便累積出相當多的數量，

多位教授均有個人的詩集，有的亦有詞集，或一本、或數本，依據筆者的廣泛蒐

羅，停雲詩友的詩詞集計有：羅尚的《戎庵二十一世紀詩存》、《戎庵詩存》（宏

文館，2005 年版）、《滄海明珠集》、《戎庵詩存》（黃山書社，2014 年版），汪中

的《雨盦和陶詩•附儒城雜詩》，張以仁的《張以仁詩詞集：晴川詩詞》、《涵怡

集》，陳新雄的《伯元吟草･世紀新聲》、《伯元倚聲．和蘇樂府》、《香江煙雨集》，

陳滿銘的《逍遙遊吟稿》，尤信雄的《西堂詩稿》，張夢機的《西鄉詩稿》、《師橘

堂詩》、《夢機六十以後詩》、《夢機集外詩》、《夢機詩選》、《碧潭煙雨》、《藥樓近

詩》、《藥樓詩稿》、《鯤天外集》、《鯤天吟稿》，沈秋雄的《雲在盦詩稿》，陳文華

的《珍帚集》，顏崑陽的《顏崑陽古典詩集》、《顏崑陽古典詩集後稿》，文幸福的

《明嬌館雜詩》、《神州行雜詩》、《無益詞稿》、《無益詩稿、續稿》、《雞龍煙雨》、

《草風樓詩詞集》等。 

這些詩詞作品記錄臺灣二十世紀及二十一世紀初的時代風貌、社會現象、

文教生活、詩人雅集等，是臺北，也是臺灣現當代相當珍貴的文學資產。 

 

（二）停雲詩友是推廣臺灣中學古典詩詞賞析、創作及吟唱教育活動

的重要推手 

由於停雲詩友多數任職於臺師大，而臺師大是栽培中學師資的搖籃，彼等在

教育界、學界擁有高度的話語權；加上詩友們喜好吟哦詩詞，因此受其影響的學

子不盡其數，形成臺北城南（臺師大位於城南）學院裡重要的人文活動;而其門

生又推動臺灣多所中學的古典詩詞創作與吟唱活動，為地方文化建構出風雅的人

文景觀。 

本文以新北市永和區的福和國中為例，見證停雲詩友－－以臺師大國文系教

授為主的詩詞教育對中學的深遠影響：13 

福和國中位於新北市永和區，與臺北市僅隔一座福和橋，與臺師大同屬於大

臺北城南地區，距離臺師大只有 3.7 公里。福和國中原為女校，141980 年創校，

潘貽燕接任首任校長，他認為，純為女校的國中可以發展女校的特色教學活動，

因而舉辦詩詞教學與吟唱活動。1991 年潘校長退休，此一活動逐漸呈現荒廢狀

                                                      
13本文關於福和國中推廣詩詞教學與吟唱活動的記述，為筆者於 2018 年 9 月 3 日訪問陳瓊校長

談話內容所做的整理文稿。 
14

1993 年後已兼收男女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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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直到陳瓊女士於 2000 年接任第四任校長，才又積極恢復此一活動。此乃肇

因於陳校長是臺師大國文系畢業，在校時期，即受教於汪中、陳滿銘等停雲師長

的培育；加上福和國中多位國文教師也同樣畢業於臺師大國文系，因此，在陳校

長的領導之下（2000~2007），詩詞教學與吟唱活動達到一個高峰－－成為「全校

運動」，持續至今，猶盛不衰。其實踐的方法是： 

 

1、每年級每一班的國文課，出現詩詞教材的時候，由國文老師帶領全班賞

析、創作與吟唱活動；不會吟唱的老師則播放錄音帶進行教學。 

2、每週週會，預留 20 分鐘交給國文老師，由擅長詩詞吟唱的國文老師帶領

全校近 5000 名學生一起吟唱古典詩詞。 

3、全校 8 年級（國二）40~50 班的學生，舉行詩詞吟唱班級比賽，學生充分

發揮創意搭配短劇、音樂、布景等演出。 

4、校慶時也舉辦詩詞吟唱比賽，並於大會表揚鼓勵優秀的團隊。 

 

詩詞教材選擇，以具有積極向上內涵的作品為主，教唱時，一首長的作品（如李

白〈將進酒〉），搭配一到兩首短的作品，學校統一印好樂譜，製作成小冊子發給

學生。每年教唱幾首，逐年更換教材，因此，每位福和國中生畢業前都會吟唱、

賞析十幾首作品，學生由是深受良好的古典文學薰陶，而這些作品也成為學生一

生永遠可以攜帶走的精神資糧。此外，校慶時，學生家長前來觀賞吟唱比賽也深

受感動，咸皆認同此一活動的良好意義。 

福和國中是新北市國中層級的「國文中心學校」，負責指導其他國中的國文

教學，其影響層面遍及整個新北區域的國中。由一窺十，汪中、陳滿銘等停雲師

長對臺灣中學國文詩詞教育的影響是何等深遠。 

 

（三）停雲詩友的詩詞創作是協助創造地方意義與價值的重要文學表

現 

國家與地方的光榮感，除了來自於科技物質文明的成就之外，人文藝術的

創造作品，也是國家與地方文化的重要表徵。地方滋養作家的生長與生存，以創

造文學作品；但反過來說，文學作品的書寫，其實也是協助地方創造意義與價值

的重要資糧。停雲詩社詩人群中關於臺灣、臺北、臺師大的書寫，一方面記錄臺

灣的自然風光、人文色彩與城市特色；而另一方面，詩人的創作作品所發散出來

的精神文化，又可反過來影響，形塑地方的人文景觀，對地方文化進行再建構。 

例如寫於 1979 年的社課詩作〈臺北行〉（或稱〈臺北謠〉），詩友的作品正

是紀錄八零年代末臺北地區的城市景象、人物風貌與時代氛圍，以汪中、羅尚、

王熙元作品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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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中〈臺北行〉 

東方之洋蓬萊山，荔枝龍眼芒果甘。卅年日月明復明，四時春花水靚藍。

靈芝仙蘭耀彩曇，淡海珠螺粒粒圓。蛤蜊九孔鰻鱣鮮，鱘掌纖纖值幾千。

通衢高樓號霸王，麥酒如泉冰凍涼。諸公博士王黃張 1，唫詩璀燦落縹

緗。坐看西貢豺狼場，心酸目駭起旁皇。嗚呼，盛衰消長合有數，孔丘

莊老去堂堂。屈賈李杜蘇陳黃，精英萬古生瑤光。 

詩後自注： 

1.社友博士甚多，固不僅此三姓，以韻所限，伯元等幸毋呵我也。 

 

羅尚〈臺北謠．社題〉 

夥頤，排樓插漢，繁燈替月，雲中吹鳳笙。飛車出沒，仙人來往，蓬萊

之五城。天造地設神皋奧區地，啟堂宇者鄭延平。一府二鹿三艋舺，淡

江龍蟠，圓山虎踞，儼若南京。三百年來人代更，不知稱否江山情。因

杭作汴史有例，沼吳薪膽長經營。烘雲上苑千株櫻，櫻花紅於明孝陵。

劍潭波似後湖清，暖風吹得人心酲。六街百道天橋橫，奔車銜尾春雷鳴。

闤闠比櫛相鮮晶。羅剎海市，花面逢迎。銷金有窟，蝕國無聲。絲竹紛

紛，佳麗盈盈。珠香玉笑，北投東雲。糟邱以飲，列鼎而烹。冰島雪魚，

美洲香橙。西施之舌，大鱉之裙。針菇九孔，玉箸金甖。綠燈妓戶，歌

舞華廳。嗚嗚豎笛代趙瑟，薩克斯風猶秦箏。蠻腰纖軟掌中輕，杜牧揚

州夢再醒。更無意興趨承明，石鼎內外水火爭。寒冬夜半鈴索驚，輸金

萬姓同輸誠。嗟爾九州四塞之人，胡為而來耶？福地雖云樂，不如早還

家。武昌山上石，淚眼望天涯。欲續蕪城賦，敗筆不生花。千年兮萬代，

邊風吹暮笳。千里走封狐，中宵啼鬼車。檄南公之三戶，效飛卿之八叉。

禱少康之可作，歌復旦之光華。 

 

王熙元〈臺北行〉 

東南海上不沈舟，淡江日夜逐水流。三十年來一夢繫，何日王師復金甌。

喜見島上承平治。臺北尤稱繁華地。工商麕集人煙稠，大廈高樓連雲起。

富商巨賈頻揮金。酒樓餐館多如林。夜市華燈光明燦，奢靡沉醉堪驚心。

經濟雖榮民生樂。日躭逸豫安足託。億萬蒼生猶待援，當思及時收河洛。

安得眾心齊奮張。力圖興復早騰驤。犁庭掃元滅群醜， 欣然還我舊家邦。

  

汪中〈臺北行〉著重臺北風物的描寫，詩裡羅列有水果荔枝、龍眼、芒果，

花卉靈芝、仙蘭，海味珠螺、蛤蜊、九孔、鰻、鱣、鱘等。民生經濟安樂富庶，

通衢高樓如林。對比越戰剛結束後民生凋敝與傷痕累累的西貢（今胡志明市），15

臺北（臺灣）直是蓬萊仙境。 

                                                      
15南越、北越的戰爭始於 1955 年，終於 1975 年，雙方傷亡人數近達兩百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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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尚〈臺北謠〉則將臺北比作南京，其間排樓插漢，繁燈替月，絲竹紛紛，

佳麗盈盈，繁華無比。臺北城北重要地區：圓山、劍潭、北投的形勢地理，皆入

其詩，勾勒出臺北山川風物的景況。而此詩作寫作的時間：1979 年，臺灣與大

陸海峽兩岸猶是冷戰對峙的時期，反共復國的意識仍然強烈，詩中後段，即表達

希望早日「還家」的渴望。 

王熙元〈臺北行〉以臺北都市繁華和收復河洛家邦兩個主軸做舖陳，這樣

的書寫意識，乃是 1980 年臺灣經濟起飛，而海峽兩岸尚未交通的時代的社會普

遍反應。停雲詩友的社課詩作，以此為題材的作品，為數不少。 

 

由於「停雲詩社」於每個月的例會擬題作詩，如是者持續數十年，因此，

逐漸在臺北城南形成一個重要的古典文學圈，汪中等人衍化出的書寫意識，匯成

當時的一股古典風潮，鄰近的臺大教授張以仁先生也來參與停雲詩社的活動；一

些愛好古典文學的社會人士如江絜生（1903-1983）16亦紛紛前來相互酬唱。彼等

對古典詩詞的推廣與傳播，不僅雕琢了臺師大淵雅的古典風貌，也帶動臺北城南

這個重要文教區的人文風貌。古典文學與地方的結合，「停雲詩社」的教授詩人

群具有指標性的意義，是提供後人審視戰後臺灣古典文學，臺北人文豐沛創造力

的重要參考群體。 

 

三、詩社活動－－以詩友與張夢機交游為例 

停雲詩社活動自 1979 始，前二十年，詩社活動頻繁，依據筆者調查資料顯

示，以 1995 年 11 次雅集為最多，1980 年 10 次次之，1979、1988、1993、1999

年 8 次又次之。但千禧年以後，詩社活動已經逐漸減少， 2001 年社課聚會約有

2 次，2003 年 2 次，2005 年 4 次，2006 年 1 次，2007 年 1 次，2008 年 3 次，這

些數據雖只是大略之數，即依照 17 位詩友留下的社課詩作所作的編年與統計（許

多詩友的詩作已散佚），但是仍可以看出，千禧年之後，社課詩作已經明顯降低。

此乃因詩友有的出國，有的逐漸老邁凋零，特別是詩社核心人物汪中於 2005 年

臥疾在家以後，少了他的帶領，詩社活動自然逐漸消歇。2010 年汪中過世，同

年張夢機亦隨之謝世，至此，停雲詩社雖未正式解散，但詩社活動基本上已經停

止。 

然而在停雲詩社社友活躍的時期，眾人時時把酒歡唱，其樂融融。如寫於

1979 年的社課詩〈芳園雅集〉，即呈現眾詩人擊缽高唱，飲酒鬥詩的歡樂情誼。

以陳新雄、顏崑陽之作為例： 

 

陳新雄〈芳園雅集〉 

停雲詩友臨芳園。古調重彈唱高言。勢含飛動思冥杳，翻空麗句通泉源。

                                                      
16江絜生雖非停雲社友，卻與停雲詩友互動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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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看諸君俱清峻，新詩篇篇繡錦繁。祭酒自推汪元量，詩如駿馬奔寒原。

舞鶴偷雲成雙絕，細論得趣還魁元。昭諫孟陽分左右，騷壇兩集皆稱尊。

推尋詩律擘肌理，實至名歸獎輪番。婁公家世真賢德，詩成不火如春溫。

西江詩派世推崇，前身仲則今還魂。載酒旗亭較短長，黃河一曲真堪掄。

梁溪詩與放翁疇，已得三昧通津門。小杜清發敷葩藻，鸚啼三月色紛縕。

延之雕繪又滿眼，錯彩鏤金難輊軒。隱侯佺期謝雕手，律成龜艦成雄藩。

吾家子昂真不讓，古人來者俱能吞。閉門覓句作詩苦，誰云師道遜來昆。

各成玅思鬥纖巧，催花擊缽聲喧喧。諸君才藝均絕倫。豪情還盡酒千樽。

古人詩酒總流連，能詩善飲凌鵬鯤。長篇已盡興未已，還期一唱開乾坤。
17 

 

顏崑陽〈芳園雅集有作呈停雲社諸詞長〉 

有酒醉且醉，有詩歌且歌。芳園欣接席，俊士停雲多。長者知天命，少者

而立過。咳唾倶珠玉，獨慚康樂何。酒拼墮幘飮，詩作笙簫和。或鳴九皋

鶴，或聽燕啼窠。或欲逼工部，或欲睨東坡。高談今古事，相向坐吟哦。

我輩豈徒作閒人，悲天恐將喪斯文。萬化終始未有極，代謝流遷事事新。

囘首騷賦詩詞曲，李杜蘇黃眼中塵。抱殘笑顧千夫指，丹心且共續窮薪。
18 

 

陳作一一細數各家詩風之長，引古喻今；顏詩雖未點名，也是以古推今，盛讚詩

友咳唾倶珠玉，丹心續斯文之志。薪傳古典詩詞文學的慧命，是此輩中人的基本

心志。 

可惜的是，歲月流轉中，人事間有海桑變化者，或病或逝，衝擊停雲詩友的

詩心與緊繫的詩練繩索。其中最早因病離世而離社的是婁良樂，他卒於 1981 年，

陳新雄有〈悼良樂〉一詩： 

 

風華高誼記流連。元白交情廿許年。忍負傳箋同入社，堪哀述德與書阡。

斯人此去無天道，嫠婦孤雛泣酒泉。噩耗傳來如霹靂，撫生傷逝淚漣漣。
19 

 

而後是臺灣詞宗張夢機於 1991 年秋突然中風病倒，初期口不能言，足不能行，

槁木心灰，好友陳文華、顏崑陽等人多勸勉之，顏崑陽云：｢予告之曰：『何不以

才命之詩，遣彼悲懷之苦？』而夢機固天授之詩人也，終不自棄於迍邅。壬申（1992）

冬，如獲郭璞之筆，感慨泉注，性情風生，吟興每不可遏抑，未卒歲而《藥樓詩

                                                      
17陳新雄：《伯元吟草》，（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0 年），頁 190-191。 
18顏崑陽：《顏崑陽古典詩集》，（臺北：漢藝色研文化公司，1998 年），頁 5-6。 
19陳新雄：《伯元吟草》，頁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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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成。｣20寫詩成為張夢機病後生命性情傾注之所，因此，在短短一年之內便寫

成《藥樓詩稿》一本詩集。此外，停雲詩社的活動有時以他的居處「藥樓」為雅

集地點，如 1993 年春張夢機有〈停雲詩社雅集〉在「寒舍」一詩：「山城文讌集

劉曹，寒舍相邀酒一瓢。客夢高攜秦嶺月，詩聲遠答浙江潮。細嚐世外菜鮭肉，

羨慕人間眉眼腰。喝月詩齋銷茗翠，圍樓已是夜迢迢。」但在外地雅集時，張夢

機則無法赴約，因此寫詩致意，如〈停雲詩社招飲不赴〉一詩云：「病後酖閑且

兩年，珍饈無復上吟筵。尋詩縱有挑春力，那及書齋自在眠。」21明其不赴之意。 

張夢機病後雖然復健良好，已能逐漸言語，然因鎮日長年須以輪椅代步，

無法自行外出，故於 1994 年 9 月發一便函予總幹事文幸福，表明萌退之意：「久

病未癒，故擬自九月份起，退出停雲詩社，請代為宣布，並轉告諸社友。」文幸

福當時有〈藥樓欲退出停雲詩社即賦奉呈〉一詩回覆之：｢寓目新詞逸興飛，龍

章錯彩發幽微。鷗盟未有忘機意，那許蓬萊便遯肥。｣22張夢機欲退出詩社一事，

社友多訝然不捨。於是商議，有時即以張夢機的｢藥樓｣為詩會地點，羅尚於 1996

年連續有〈藥樓宴集作〉（4 首）、〈夢機玫瑰里讌集予車禍不赴次韻奉酬〉、〈藥

樓社集〉等 3 題 6 首作品記之： 

 

〈藥樓宴集作 其一〉 

所有全空暢舉杯，輕車熟路藥樓來。遙山入戶青無改，旦夕煙霞任剪裁。 

 

〈藥樓宴集作 其二〉 

偽體紛紛亂正宗，與君同聽一樓鐘。華筵法席無遮會，詩興何如酒興濃。 

 

〈藥樓宴集作 其三〉 

疏鑿清渾要有人，二元同是杜功臣。飛沙走石三千牘，隔宿無糧可饋貧。 

 

〈藥樓宴集作 其四〉 

東鯷舉踵望南雲，再度乘槎上紫氛。玉帝增添詩侶壽，諸天下土盡知聞。 

 

〈夢機玫瑰里讌集予車禍不赴次韻奉酬〉 

飛車肇禍太無端，可奈瓊筵走玉盤。數客談詩花解語，華燈照座酒消寒。

江關滿地人垂暮，日月流天歲易闌。正賀軒臺張百戲，獅龍狗馬萬方看。 

 

〈藥樓社集〉 

社集群賢到最齊，藥樓冬霽共深巵。病中筆力能扛鼎，門外塵囂不礙詩。

                                                      
20顏崑陽：〈《夢機詩選》序〉，見張夢機：《夢機詩選》（高雄：宏文館圖書出版社，2009 年），頁

4-5。 
21張夢機：《藥樓詩稿》（臺北：臺灣文學觀察雜誌社，1993 年），頁 42、43。 
22文幸福：《草風樓詩詞集》（臺北：國家出版社，2017 年），頁 91。張夢機便函附於該詩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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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後天常樂凈，誰收左股久存疑。黃昏一望紅桑海，雲似輕羅月似眉。
23 

 

顯見張夢機的萌退之意已然打消，羅尚於 1996 年單年即有 3 題 6 首作品，說明

詩友曾多次社集宴聚藥樓，以實際的行動，真摯的友誼，緊緊繫住張夢機，支持

他繼續創作，讓張夢機手中的彩筆，不因他的風疾，不因他的萌退而讓他離開停

雲這個詩作場域。 

張夢機 1996 年夏亦有〈次戎庵藥樓社集韻〉：「詞流高興與雲齊，啼鳥飛來

勸酒卮。且許寒花窺廣坐，都收雋語入清詩。經筵涕笑能生憶，吾道浮沉待決疑。

讌罷卷簾同眺遠，一山晴翠藹吟眉。」酬和〈藥樓社集〉羅尚之作。同年秋又有

〈戊寅重九雅集予以病未至亦補一詩〉：「不赴萸筵獨補詩，欲參高會殆無期。天

涼焉可銷吟痼，足蹶真嗟負酒卮。已矣事隨雲共散，悠然人與橘相知。今朝漫想

重陽飲，眾裏誰為杜拾遺。」24無論與會不與會，張夢機與｢停雲｣的詩情依然相

續，他的詩魂依然在｢停雲｣這個｢詩空間｣中搖曳生姿。 

在筆者蒐羅的資料中，張夢機與｢停雲｣詩社的雅集活動時間至少持續到

2008 年。如汪中於 1999 年有〈重過藥廬有感〉：「京兆清才閉藥廬，詩筒消息未

全疏。樓居喜擁書千卷，世態勞生舂一鋤。浮海忘憂酣麴蘖，浩歌無意校蟲魚。

邇來還愛臨池樂，筆墨精良大字書。」同年陳滿銘有〈藥樓雅集．民國八十八年十

二月二十五日作〉：「望處藥樓聳，迤邐驅車忙。集集震何劇，重會收驚惶。握手訝

霜鬢，話舊累舉觴。酣酒吟社課，性達形迹忘。忽忽夜已闌，故意歸路長。」25 

2007 年，陳文華有〈丁亥歲杪停雲社友別久重聚藥樓次主人韻〉二首： 

 

其一 

此夕居然共短檠。遣懷唯藉酒千觥。久經濁世欣良夜，暫洗緇塵遠穢聲。

文斾當時振風雅，吟朋今日間幽明。筵前相顧頭俱雪，屈指流光心自驚。 

 

其二 

霜氣侵簷月墮空。杯盤閒話一燈紅。海桑已換悲三劫，砥柱將傾愬百工。

幾度交爭憐鷸蚌，萬般得失類雞蟲。歸途休卜路長短，輪轂依依煙水中。
26 

 

2008 年陳滿銘有〈藥樓雅集．停雲詩社除陳新雄、杜松柏、陳文華、文幸福、傅武光等社

友與筆者外，另邀貴賓李善馨先生與韋金滿教授，於今(九十七)年一月五日下午齊聚於社友張夢

                                                      
23

6 首作品分別見於羅尚：《戎庵詩存上》、《戎庵詩存下》（合肥：黃山書社，2013 年），頁 799、

800、805。 
24張夢機：《鯤天吟稿》，（臺北：華正書局，2008 年），頁 57、102。 
25陳滿銘：《逍遙遊吟稿》，頁 124。 
26陳文華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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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藥樓」，夢機云:「鷗朋到此共燈檠，嘉會以詩銜酒觥」(夢機詩) ，遂作此，用資紀念。民國

九十七年一月五日作〉： 

 

捷運馳藥樓，玫瑰山境幽。朋坐杯助興，酒酣燈益柔。歲星誰當運，三豕

1 開化頭。中正德不再，文革遍地愁。歸路車如水，碧潭暫凝眸。雲腴 2

情何在，濤水長悠悠。 

詩後自注： 

1. 座中陳兄新雄、杜兄松柏與筆者三人皆肖豬，眾嘲為「三豕」。 

2. 社名。多年前，社友張兄夢機、張兄子良(已辭世)曾與筆者三人常聚潭畔，品香茗、

論詩詞、送斜陽。
27 

 

2008 年文幸福亦有〈減字木蘭花．藥樓雅集用山谷「中秋無雨」韻〉一詞記之： 

 

新知舊雨，喚友呼朋藥廬去。笑語樽開，韶濩清音妙韻來。    風煙塵外，

小駐停雲成雅會。吟嘯高樓，頗喜詩盟居上頭。 

 

尤信雄也有〈停雲詩社藥樓雅集〉1 首，未詳作於何年：「玫瑰山城幽，停雲

群賢集。彩雲氣象高，歲寒催健筆。藥樓有詩圃，師橘得安吉。座上皆高才，結

社已而立。風雅吾屬事，憂時念民疾。」 

 

而非｢社集｣聚會，屬於詩友與張夢機個別私誼往來酬唱的詩作則更多，此類

作品在詩友個別的詩集，以及張夢機多部詩集中皆容易俯拾可得。 

 

四、結語 

「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於 1955 年改制為「臺灣省立師範大學」後，臺師大

成為貫徹國家「師資第一，師範為先」政策的學府。彼時國文系的教授群，主要

是大陸播遷來臺的學者。但自 1956 年開始招收研究生以後，一批批的臺籍學子

陸續進入臺師大國文研究所就讀，畢業後形成新一代教授古典詩詞的生力軍，如

尤信雄、沈秋雄、傅武光、顏崑陽、簡錦松……等等，使新一代本土的詩人群與

大陸遷播來臺的詩人群有了美好的銜接，這一段歷史的流動脈絡，可以從以臺師

大國文系的教授群，特別是停雲詩社的師生群體，以及環繞在這一群體周圍的師

生身上，可以考察到其間的變化。「停雲詩社」的師生群體每個月集會一次，擬

題、作詩、品評，以學院內的空間場域為根據地，以「游於藝」的方式讓古典詩

詞的種子，一屆又一屆銜接、落實、成長在臺灣。 

從 1979 至 2010 年，長達 31 年的時間，臺北乃至於臺灣古典詩詞界的風氣，

                                                      
27陳滿銘：《逍遙遊吟稿》，（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6 年），頁 12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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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汪中等停雲詩友的教育、傳播與影響，在學院內外建構出一番古典的新象，對

臺灣杏壇、古典詩壇的影響至為巨大；此外，他們創作累積出巨量質精文茂的詩

詞作品，也將會在臺灣古典詩詞史的演進中佔據輝煌且重要的版圖與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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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成果之二 

 

海天樂章 

－－汪中文壇地位及其詞作析論 

 

一、 前言 

 

1949 年，是一個關鍵的年代，國民政府因國共內戰失敗之故，撤退來臺，

同時造成多達百萬軍民人生中一次決定性的命運的空間位移，汪中（1926-2010）

是當時遷移來臺的青年學子之一。在他安身立業於臺灣師範大學之後，又以此地

為中心，透過教育、文學與書藝為交流界面，將影響力延伸到臺北城以外的東亞

區域，先後與韓國、香港、中國大陸的詩壇與學界密切交匯，使「汪式丰華」在

他的人生中達到一個極致；同時也為臺灣戰後詩壇開啟另一個重要的里程－－學

院詩人群體的建構與完成，為臺灣戰後的人文景觀走向，發展出屬於學院式的深

雅向度，對 1960-2010 年間臺灣的教育界、古典文學界與書藝界深有影響。 

 

汪中，字履安，號雨盦，用印時或作雨壇鄉人、雨公、愚公，安徽桐城人，

因桐城有座龍眠山，故又常自署為「龍眠汪中」、「龍眠雨盦」。1937 年師事楊亮

甫先生學文，皋田先生學詩。1947 年入安徽大學中文系就讀，從學於潘重規

（1908-2003）先生。1949 年跟隨叔祖父汪劍飛播遷來臺，初任職臺北民本廣播

電臺新聞編輯，翌年插班轉入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國文專修科（臺灣師範大學國文

學系前身）41 級，繼續未完的學業，與潘重規先生再續師生之緣，並師事宗孝

忱、溥儒、戴培之諸先生。就讀臺師大期間，亦曾向臺灣大學中文系的臺靜農教

授學習書法，1952 年大學畢業。畢業後，於 1953 年 8 月~1955 年 7 月擔任師大附

中國文科教師，1955 年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改制為臺灣省立師範大學，汪中獲聘

為助教。其後由講師、副教授、升等為教授，並曾榮聘到韓國忠南大學、外國語

大學、高麗大學，以及香港中文大學新亞研究所講學，聲譽崇隆。1990 年 7 月汪

中自臺師大退休後，8 月轉任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任講座教授，繼續授課講學，

直至 1995 年止。2010 年 4 月 13 日因病與世長辭，享年八十五歲。 

 

汪中著有詩集《雨盦和陶詩•附儒城雜詩》，論述箋注有《樂府詩選注》、《杜

甫》、《新譯宋詞三百首》、《樂府古辭鈔》、《清詞金荃》、《詩品注》、《樂府詩紀》、

《詩經朱注斠補》，書法著作有《汪中書法選》、《雨盦書札》、《詩書翰墨香 : 汪

雨盦教授書展專輯》、《雨盦書翰集》、《雨盦書翰集》第二集、《汪中書法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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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汪中在臺灣戰後文壇的地位 

 

汪中為臺灣戰後重要的古典詩人之一，也是重要的書法大家。臺灣詩壇祭

酒張夢機稱汪中其人：「倜儻風流，頗似魏晉間人。」其詩：「所作擬淵明諸韵，

厚重樸實，即從性情流出。集中七言小詩，也清逸出塵，娟秀嫵媚，觸手皆成妙

緒。」28陳文華教授認為：「（汪中）各方面的表現，都充分流露其自然合道的境

界。為人則天性冲和，樂心大化；賦詩則專尚情性，脫棄雕飾；寫字亦是腕底風

雲，顯胸中丘壑。」29謝琦讚美汪詩：「妙趣間名理，高懷成好音。」30中國書法

家啟功則稱其「詩作和書風，都有同一種的感覺，即是『虛靈挺拔』」。31汪中以

詩、書、酒三絕聞名於學界與藝文界，是上庠才子型人物，羅聯添教授更譽之為：

「當代最後一位文人」。32此外，他的文章、對聯亦是絕佳，又善品茶、能畫山水

花物，收集的篆刻閒章多且講究，他的生活、生命，學問行誼，深深含蘊了華夏

深厚精粹的文化，在他身上直接體現華夏風雅文化的學行風範，與其接觸的師友

門生，莫不為他怡怡溫藹的性情、光風霽月的人格與博雅的學養所吸引。 

汪中在臺師大就讀期間，從學於多位書畫名家與學者，陶鑄自己成為現當

代之古典詩人與書法大家，為臺灣文壇植下一個淵永醇雅的文化型範，其重要地

位可從以下幾個層面來說明： 

 

（一）連結文化中國與臺灣戰後在地古典詩壇的重要人物 

1945 年二次大戰結束，臺灣脫離日本同化政策的統治，重新回歸「中國」，

但是當時臺灣說日語的人口已達三分之二，33臺灣深受日本文化的影響，屬於日

本文化圈的一環。國民政府接收臺灣之後，如何將深受日本文化影響的臺灣快速

轉化為華夏文化區域，成為迫切的課題。因此透過教育重建民族意識，回歸、認

同華夏文化，形成首要工作。在「文化重建」項目中：「師範學生（校）接收改

組後，應特別注重教師素質及教務訓育之改進。」34受到高度的重視，其中國語

文教學也就成為擔負起復興、發揚「中華文化」工作的重要使命，而師資是其中

最重要的一環。因此，當時臺師大國文系匯聚大陸各省來臺的知識菁英，以 1947

                                                      
28
張夢機《思齋說詩》（臺北，華正書局，1977 年），頁 148-171。 

29陳文華：〈自然合道的汪中老師〉，《國文天地》，第 79 期（1991 年 12 月），頁 66。 
30謝琦〈題辭〉，見《雨盦和陶詩•附儒城雜詩》（臺北，華正書局，1986 年），頁 1。 
31沈謙：〈啟功與汪中－－海峽兩岸的文人相親〉見「文學美談」專欄，《文心藝坊》，24 號，1992

年 5 月 2 日-5 月 8 日，頁 11。 
32引自陳文華〈妙趣間明理，高懷成好音－－雨盦師的詩〉：「雨盦師……謝世後的追悼會上，羅

聯添教授則稱之為『當代最後一位文人。』」《國文天地》，第 304 期（2010 年 09 月），頁 20。 
33許雪姬：〈臺灣光復初期的語文問題——以二二八事件前後為例〉《思與言》，第 29 卷第 4 期（1991

年 12 月），頁 158。又，根據 1946 年臺灣民政廳的統計，當時臺灣的人口有 609 萬 860 人，參閱

《臺灣省通志稿．人民志人口篇》（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66 年），卷 2，頁 122。 
34陳鳴鐘、陳興唐主編：《臺灣光復和光復後省情》（南京：南京出版社，1989 年），上冊，頁 53。

另可參閱黃英哲：〈魏建功與戰後臺灣國語運動（1946-1948）〉，《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1 期，

頁 79-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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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進入省立師範學院國文系的張同光為最早，而後陸續聘任高鴻縉、何容、王壽

康、梁容若、謝冰瑩、程發軔、李辰冬、陳致平、高明、牟宗三、宗孝忱、潘重

規、巴壺天、張起鈞、李曰剛、林尹、黃錦鋐、汪經昌，1961 年 8 月聘任魯實先，

至此，名師萃集於師院國文系。汪中於 1950 年轉入臺師大就讀後，從學者正是

這一批大陸來臺的知識菁英，受眾多名師栽培，其中較為親近者有：潘重規、宗

孝忱（1891-1979）、溥儒（1896-1963）、戴培之（1902-1983）等書畫大家，和臺

大的臺靜農（1902-1990）教授。以下簡述三則汪中與潘重規等幾位先生的交游情

誼： 

 

1、溥儒，原名愛新覺羅．溥儒，字仲衡，後改字心畬，號羲皇上人、西山逸士，

遼寧人，為清恭親王奕訢之孫。1949 年來臺，任臺灣省立師範學院美術系教授，

是臺灣的國畫大師。汪中跟隨溥儒學習經籍詩文與書藝，溥儒對汪中極為賞識，

汪中結婚時，溥儒為證婚人，汪中長女汪昭滿周歲時，尚為之親筆寫生，可見溥、

汪兩府深厚的情誼。 

 

2、臺靜農，原名傳嚴，1922 年改名靜農，字伯蘭，號龍坡居民、歇腳盦行者，

安徽霍丘縣人。1946 年因魏建功（1901-1980）之邀來臺，任臺灣大學中文系教

授，1948 年 8 月起任系主任長達二十年，為臺大中文系樹立優良的學風，是臺灣

的書法名家。六十年代起汪中居於臺北新生南路三段巷弄內，與臺先生「歇腳盦」

住處鄰近，因此經常往返臺府，書藝深受臺先生啟迪。汪中曾在〈我的書法因緣

－－兼憶臺靜農先生〉中自云： 

 

另一個對我影響很大的人，是臺靜農先生。他和我是同鄉，又住在同一條

巷子。那時他是臺大中文系系主任，我還是師大的學生，我們三五天見一

次面，偶而一起吃飯、喝酒。他的專長是隸書，我寫隸書多少受他的影響。

臺先生的行書有章草的味道，我則受董其昌的影響。35 

 

汪中求學期間，不僅在本校學習，還跨校臺大，時常向臺先生請益，因其寢饋既

廣，根柢自深。 

 

3、潘重規，本名崇奎，字石禪，江西婺源人。1950 年起任教於臺灣師範大學，

承傳章（太炎）、黃（侃）之學，為臺灣敦煌學與紅學大家。汪中在安徽大學中

文系就讀時，即從學於潘重規，來臺之後，再續師生之緣。汪中到臺師大任教，

也是時任系主任的潘先生禮聘而來，甚至與王安寧女士締結連理也是潘先生所介

紹，由是可見潘先生對汪中何等厚愛賞識。  

                                                      
35汪中：〈我的書法因緣－－兼憶臺靜農先生〉，《中央日報》第 17 版《長河》，1994 年 10 月 7 日

（鍾怡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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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儒、臺靜農、潘重規等皆是碩學鴻儒，並以詩文或書畫之精擅卓絕鳴於當時，

與華夏文化深有連結。汪中在彼等的薰陶底下，也富蘊深厚的學養，詩藝、書藝

雙善。而汪中詩詞書畫的創作，不只專注在技巧或繪畫美學的成就，更重要的是

欲完成「人」的品格，此來自於諸先生的影響。蔣勳在〈文人畫的南渡〉曾對溥

儒的詩畫有一番評述： 

 

溥心畬的文人特質恰恰在於他的詩書畫之間無入而不自得的配合。或者說，

溥心畬的美學的完成恰恰好在於他不只汲汲於技巧化或形式化的繪畫本

身，而是在完成「人」的品格上下了更多的功夫罷。宋元以後，中國傳統

文人一直有「寄情筆墨」的觀念。並不以繪畫為唯一的職志，而寧可在生

命困頓、挫折或沮鬱時寄情於書畫。……往個人生命的完成去下功夫。36 

 

溥心畬的這種文人特質也影響了汪中，汪中襟度灑落的性情，浸潤在他的作品之

中，他的詩書世界，即是他人格世界的外化，藝術與人融洽無間，那純粹而不染

塵俗的文人品格，光風霽月的精神向度，使得他的詩書世界，也如是娟雅朗潤，

清逸出塵。 

 

汪中的師友朋輩多為 1949 年以後播遷來臺的學院菁英，如：黃錦鋐

（1922-2012）、江兆申（1925-1996）、李鍌（1927-）、于大成（1934-2001）、陳新

雄（1935-2012）等。而後因執教於上庠，接觸青年學子的普及面更廣，提攜後進

無數，時有眾多青年學子環繞、跟隨在他左右，許多人受他的感召與影響而紛紛

投入詩詞創作，他成為連結大陸遷播來臺第一代37詩人群，本土/外省朋輩詩人群，

以及青年學子詩人群的重要詩鍊與樞紐，臺北城南的詩壇活動，因他們的存在而

熠熠生輝。 

 

（二）創立停雲詩社 

臺灣詩社的成立，自明末開創以來，到日治時期達到一個高峰，今日猶蓬

勃持續發展，仍有數十個詩社有社課吟詠的活動。陳文華教授云： 

 

臺灣有詩社，最早應是永曆十五年鄭成功攻克臺灣時由徐孚遠所成立的

「海外幾社」。但這是從大陸雲間「幾社」衍生在海外的詩社，真正誕生

於本土的應該是清領時期沈光文創立的「東吟社」。到日治時期，詩社曾

多達一兩百個，至今還在活動的，有竹社、瀛社、天籟吟社、西瀛吟社、

                                                      
36蔣勳：〈文人畫的南渡〉，見於林吉峰主編：《江兆申的藝術》（臺北：臺北市立美術館發行，1992），

頁 52-53。 
37筆者認為 1949 年大陸遷播來臺第一代詩人，乃是以年滿四十歲以上者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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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崗詩社等等。光復以後成立的詩社仍有數十個之多。38 

 

臺灣詩社的具體數字，各家學者因其調查的年代不同與對詩社界定定義的不同，

而呈現數據不一的情況。據廖漢臣查詢，日治時期 1936 年臺灣詩社有 184 個以

上。39戰後情形，依據陳香 1983 年的統計，臺灣持續運作社課吟詠活動的詩社，

尚有 73 個詩社之多。40而陳文華 1998 年的考察，臺灣詩社有 56 個。41吳東晟在

2009 年的估計，則有 54 個詩社。42這在科技掛帥，城市、國家以經濟發展為導向

的現當代，不能不說是臺灣風雅文化一個特殊而動人的現象，臺灣社會歷經明鄭、

滿清、日治時期，到國民政府來臺，時至今日，一直保有對古典文學的嚮往與創

作熱情。 

停雲詩社的成立與活動，是臺灣這一風雅文化視域下的一環。 

1979 年，汪中與羅尚（1923-2007）、張夢機（1941-2010）倡議設立的「停

雲詩社」，一時響應者眾，詩友推舉汪中擔任社長，羅尚為副社長，陳新雄為監

察人，文幸福為總幹事。由於汪中深受詩友的敬重與喜愛，因此擔任社長長達二

十餘年。汪中，是這一社群的領袖人物，因他而共伴產生的群體效應實為深遠，

汪中高足陳文華云：「老師門下，大有高蹈之徒，而乏奔競之輩，實緣於其身教

之故。」43他的影響不只在文藝創作的帶動，而還有人品的完成。 

臺灣古典詩社自明鄭開始已有優良的傳統，但是成立於學院，又以單一一

所大學教授為主要組成份子的詩社則不多見，停雲詩社正是這樣一個詩社，詩友

的「同質性」相當高，詩社成員除了張以仁（1930-2009）為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
44羅尚為考試院、總統府參議之外，其餘都是就讀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國文研

究所，而後留校任教或在他校任教的教授群。彼等是第一代國學碩儒培植下的第

二代菁英。因汪中的號召，停雲詩社快速組合出一批新的學院詩人群體，因詩友

多數任職於臺師大，而臺師大是栽培中學師資的搖籃，彼等在教育界、學界擁有

高度的話語權；加上他們喜好吟哦詩詞，因此受其影響的學子不盡其數，形成臺

北城南（臺師大位於城南）學院裡重要的人文活動;而其門生又推動臺灣多所中

學的古典詩詞創作與吟唱活動，為地方文化建構出風雅的人文景觀。 

停雲詩社活動自 1979 始，直至 2005 年汪中臥疾在家以後，詩社活動已逐

漸消歇。2010 年汪中過世，同年張夢機亦隨之謝世，至此，停雲詩社社員雖未

                                                      
38陳文華口述，林佳蓉採訪/整理撰稿：〈當代古典詩人的拓印之二－－專訪陳文華教授〉，《臺陽

文史研究學會計畫案報告》之二，訪問時間：2017 年 8 月 18 日。 
39廖漢臣云：「民國二十五、六年之間，全省詩社，實達一百八十四社以上。」廖漢臣纂修：《臺

灣省通志稿．學藝志．文學篇》（臺北：捷幼出版社，1999 年），第 22 冊，卷 6，頁 29。 
40陳香：《臺灣的根及枝葉》（臺北：國家出版社，1983 年），頁 226。 
41陳文華：〈古典詩的創作及活動〉，《1998 臺灣文學年鑑》（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9

年 6 月），頁 68。 
42吳東晟：〈臺灣古典文學創作概述〉，《2009 臺灣文學年鑑》（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0 年

12 月），頁 50-51。 
43陳文華：〈妙趣間明理，高懷成好音－－雨盦師的詩〉，頁 23-24。 
44張以仁加入停雲詩社，是陳新雄教授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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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解散，但詩社活動基本上已經停止。從 1979 至 2005 年，長達二十餘年期間，

臺北乃至於臺灣古典詩詞界的風氣，因汪中的號召與影響，在學院內外建構出一

番新象，對臺灣古典文學圈的影響至為巨大。 

 

（三）東亞文教圈師範人物的典型代表 

1955 年起，汪中在臺師大國文系執教，開設課程有詩經、專家詩、樂府詩、

詩選、詞選等；亦時赴校外演講，深受校內外學生及社會人士的愛戴。又曾三度

到韓國講學，到香港中文大學授課，聲名遠播海內外，是東亞文教圈師範人物的

典型代表。 

1992 年應中國大陸知名書法家啟功（1912-2005）之邀，赴北京師範大學客

座講學，這是國共戰爭，兩岸隔閡四十年後首次開啟的文教交流。由於汪中為當

時赴中國大陸講學的第一人，因此他的成行格外引起社會大眾的矚目，當年 4

月 18 日《聯合晚報》以題為：〈汪中將赴北師大客座講學－－春風化雨大陸行，

自許才高老更剛〉特做一份報導： 

 

集教詩、寫詩、寫書文才於一身的國立師範大學國文系退休教授汪中，今

年 8月將跨海作育英才，首度應聘至北京師範大學客座講學兩個月，開啟

兩岸文教交流新模式。……對於兩岸隔閡 40 年後，首度應聘赴大陸著名

大學講學，隨性的汪中並沒有太多的期望與預存立場。
45
 

 

同日《世界日報》亦有同樣消息的報導。46在北京師大講學兩個月的時間雖短，

但是在海峽兩岸相隔四十年後甫開放的時刻，汪中以他豐厚的學養、崇高的聲望，

以及一貫瀟灑從容之姿應講，卻別具意義，沖淡、減少許多當時社會人士的疑慮，

為兩岸的文教交流開啟良好的一頁。 

 

三、汪中詞作的輯佚 

 

臺灣現當代詞人少於詩人，詞作少於詩作，詞集絕少與詩集。因此，當筆

者發現汪中有詞作存世之時，如獲至寶。但在蒐集編纂《雨盦詞》的過程中，有

些詞作是耗費一番工夫才得以纂輯，因為： 

 

1、汪中詞作，除《海天樂章》的詞作是汪中生前自編為一小集之外，餘者散置

在學報期刊、已出版的書籍－－如《雨盦書札》、與詩友門生手中。這些詞作

汪中並未做統整的編輯，加以出版。作者也不加以保留，因此分散各處，筆

                                                      
45李玉玲報導：〈汪中將赴北師大客座講學－－春風化雨大陸行，自許才高老更剛〉，《聯合晚報》

「話題新聞」專欄，1992 年 4 月 18 日第 3 版。 
46同屬於《聯合報》系的《世界日報》，在「台灣新聞（二）」版亦有題為〈汪中將赴北師大客座

講學〉的相同報導，1992 年 4 月 18 日 A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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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必須以訪談方式，從其友人門生口中一一調查，獲得訊息，再根據訊息向

保有這些詩詞的人士手中複印資料，逐一蒐集，截至目前為止，得詞 48 闋，

詞數雖不多，但在古典詩壇詩作年產量達一萬首以上，47而詞作絕少的臺灣；

以及汪中是戰後臺灣的重要詩人之因素，故其詞的蒐得格外覺得珍貴。 

2、汪中詞作除了刊登在期刊、學報是鉛字印刷體之外，一律用書法書寫，或楷

書、或行書、或草書，而以行書加入草字佔文件總數約百分之八十以上。因

筆者不諳草書，因此一闋詞時有多字無法辨識，必須請教識得草書的師友協

助辨認。 

3、因為汪中是書法家，勤於練字練體，筆者蒐羅來的文件資料，有的是汪中的

字，卻是他人創作的詞作，而文件上並未註明為何人所作，故必須仔細核對

校讎。 

4、許多文件的字跡已經漶漫，紙張破損，或缺頁不完整，或詞作未註明詞牌，

無法立即依照《康熙詞譜》標點斷句，必須先圈出韻腳，寫出平仄譜，再琢

磨詞句的文意結構，數算字數，以判別使用的詞牌。因此，有時為確認一闋

詞的詞牌名便要花去許多功夫。 

 

汪中的詞作雖不多，卻意味著一個詞學傳統在臺灣的芬芳延續。本文仿其詩集之

名，將《海天樂章》與蒐集而來的詞作董理之後，統名之為《雨盦詞》，以下均

以《雨盦詞》稱之。 

 

四、《雨盦詞》內涵析論 

 

《雨盦詞》雖然只有 48 闋，但寫作的主題種類頗多，包括參與國際研討會

之作、記述臺灣地景之詞、懷鄉、懷人、詠懷、詠物、壽詞、戲詞、情詞、宴集

之詠等 10 類。其中以懷鄉、詠懷之作為最多，各有 11 首;另有 2 首詞作雖寫臺

灣地景，卻在其中融入故鄉之思。其次是情詞 6 首，書寫臺灣地景 5 首。茲將

48 闋詞作分類製表如下： 

 

汪中詞作分類 

編號 分類 詞牌/詞序 首句 詞數 

1 懷鄉 憶秦娥．得家姊信慈親衰老奈何 

少年游．春雨感賦 

點絳脣．其一 

點絳脣．其二 

山花子 

鵑啼歇江南 

去年臘月 

小立闌干 

疏簟囊瑩 

杜宇聲中春已殘 

11 

                                                      
47引自陳文華〈不畏浮雲遮望眼－－側記幾位臺灣古典詩人〉，《文訊》，第 188 期（2001 年 6 月），

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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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鶴仙 

百字令．用飲水詞韻 

相思引．琴調 

青玉案 

賣花聲 

賣花聲 

西風吹雨斷 

東風如許 

垂柳絲絲夢似雲 

蘭舟淥水津橋渡 

向夕朔風鳴 

回首莽中原 

2 詠懷 臨江仙 

點絳脣 

念奴嬌 

減字木蘭花 

浣溪紗 

八六子 

鷓鴣天 

臨江仙．客中漫興 

浣溪紗 

月華清．漢城中秋 

蝶戀花 

灼灼桃花燃勝火 

雲岫低鬟 

朝來風雨 

東城人去 

好賦娉婷豆蒄詞 

掩蕭齋 

長楊裊裊復梳梳 

一卷夜闌吟復誦 

南園春半雨初晴 

海外佳期 

日暮河梁情沒著 

11 

3 情詞 解連環 用清真韻 

意難忘．用清真韻 

望秦川 

鵲踏枝 

小重山 

卜算子 

雁書難託 

簾幕昏黃 

曾識東風面 

淡淡衫兒衫子薄 

等閒離別莫深愁 

子美句初成 

6 

4 臺 灣 地

景 

浣溪紗．己丑正月與安寧携昭女

遊礁溪 

（蓉案：己丑年，為 1949 年，正月

汪中尚未來臺，疑作者誤記。） 

踏莎行．石壁湖、園通寺紀遊二

闋 

（蓉案：一闋散佚） 

望海潮．日月潭 

望海潮．癸卯三月廿九日，夜間

部國文系一甲學生郊遊，約余偕

往。野柳濱海，水與天際，浪花拍

岸，如雪如乳，岩石矗立，蒼翠迎

人，城居既久，得此足以盪滌胸襟，

歸賦此解。 

海上頻年已似漚 

 

 

短袖輕裾 

 

瀛洲風月 

岸柳翠條 

 

 

 

 

倚闌同聽濤聲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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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見歡．湯迺文兄約飲於皇帝餐

廳，濱海夜景尤佳。 

5 懷人 訴衷情 

減字木蘭花．懷勞大夫 

減字木蘭花．懷鄭因百先生，曾

作論書絕句一百首，今歲正八十矣。 

（蓉案：此闋出自《雨盦書札》，頁

216。手稿本詩序末句則有「兼懷臺

靜公。」一句。） 

點絳脣．與許世旭教授再晤于柏

克萊。 

冰輪恍不似人間 

堅城一律 

詞源流黛 

 

 

 

 

邂逅西灣 

4 

6 宴集 減字木蘭花．其一．文華、庭輝

過我，共讀秋明詞，因憶昔年朋簪

觴詠之歡，遂用秋明均作此，兼寄

雄祥、明俐、謙弟。 

減字木蘭花．其二 

減字木蘭花．其三 

減字木蘭花．其四 

一春易過 

 

 

 

瀘州芳醴 

黃梅時雨 

獅山曲徑 

4 

7 會議 木蘭花慢．辛巳四月武夷山首屆

柳永學術研討會。 

柳梢青．庚午秋赴南京唐代文學

會議，晤江蘇古籍出版社陸副編

輯，承惠《夢桐詞》，感依其韻。 

正清和勝景 

 

煙水臺城 

2 

8 戲詞 御街行．讀小山詞戲擬 

漁家傲．戲為艷詞調伯元教授 

風前細舞遊絲絮 

心字羅衣荷葉袖 

2 

9 詠物 春從天上來．香澥江陵霰高夢痕

兩詞長以此調惠寄，雅音託遠，俱

不勝世亂揚塵之感。時屆春杪，寓

院海棠一株怒放，幾番風雨而繁榮

猶盛，真嫩蕊商量細細開，惜杜老

不作海棠詩也。勉賦此解，都不協

律，聊寄二君以為報瓊。 

采桑子鎮海觀櫻 

風物匆匆 

 

 

 

 

 

 

銀紅霰色都如錦 

2 

10 壽詞 踏莎行．壽朱騮公 年去年來 1 

 

汪詞的內涵，本文從（一）「桐城/臺北兩個空間的連綿」；（二）「為做學者之詞

的詞人身分」；（三）「風懷旖旎的情詞」三者析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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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桐城/臺北兩個空間的連綿 

汪中於 1949 年自中國大陸來臺，因此《雨盦詞》裡有多篇作品書寫故鄉桐

城與臺灣兩地。關於故鄉桐城，就筆者蒐羅而得的詞作中，就有 11 首之多，佔

其詞作的 23%。書寫臺灣地景之作有 5 首，其中臺北「地景」兩首，而以臺北生

活為題材，為記述的內容則更多，含在詠懷、詠人、宴集的作品之中。 

 

1、懷鄉詞中的詠嘆 

1949 年汪中遵父之命，隨叔祖父離開父母之邦，選擇遷流臺灣，定居臺北。

這個選擇是迫於時代政治因素的「出走」，而非個人意願的決定。因此，久隔的

故鄉，隨著無法返鄉時間的拉長，層疊出綿綿不盡的思念。如： 

 

〈瑞鶴仙〉 

西風吹雨斷。正寒花飄墄，露珠凝泫。淒涼暗孤館。記湖山杜宇，哀哀啼

徧。春衣都換卻，江北江南展轉。恨流光、難繫尊前，望盡故園心眼。   繾

綣。鳶飛俊侶，錦繡華年，頓成幽怨。秋容耐看荒圃下，菊英斕。更殘鐙，

尋夢題紅零落，夢到天涯忒遠。剩畫梁藻井，塵封竹聲別院。 

詞後自註：右調〈瑞鶴仙〉，秋夜讀天華殷校寒花墜露，□愴於懷，為賦此闋。 

 

〈百字令．用飲水詞韻〉 

東風如許，又悄悄，吹向離花別葉。細雨芳魂誰省得，恰過禁烟時節。一

枕小窗，五更殘夢，夢醒聲猶咽。楚江暝漠，雲山千重相接。   太息畫

棟梁空，參差燕影，曾舞纖纖月。賸卻縻蕪香徑冷，依舊蔦蘿攀結。瘦損

腰肢，淒迷心眼，鄉思青春切。燈前賦筆，縷縷待將誰說。 

 

「恨流光、難繫尊前，望盡故園心眼。」「鄉思青春切。燈前賦筆，縷縷待將誰

說。」均道盡汪中對故鄉桐城的綿邈情思，及其深切的想念。 

 

2、寓居臺北的生活 

汪中自 1949 年起寓居臺北，直至 1990 年從臺師大退休，轉任東海大學之

後，生活重心方移至臺中。但 1995 年從東海大學退休後，仍回臺北居住。《雨盦

詞》有多首作品描寫寓居臺北的生活紀錄，如〈減字木蘭花〉其一、其三兩闋： 

 

減字木蘭花．文華、庭輝過我，共讀秋明詞，因憶昔年朋簪觴詠之歡，遂用秋明均作

此，兼寄雄祥、明俐、謙弟。 

其一 

一春易過。久客情懷無一可。白酒少休。擊節高歌暫解憂。   中年鬢白。

惆悵綠楊樓底月。莫讓兒曹。假日登臨聊一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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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 

黃梅時雨。淅瀝終朝難得止。檻外紛紅。欲障長幡好護風。  當歌對酒，

諸子清狂盃在手。墨瀋茶香。珍重晴窻興不忘。 

 

此詞是記述學生陳文華、葉庭輝到汪府拜訪的歡會之作，師生三人共讀《秋明詞》，

又白酒在手，擊節高歌，情極酣暢。這兩闋詞除見證汪中可親的一面之外，重要

的是：華夏文教、文化的薪傳與發展，就在汪府點滴進行。汪府，構成一個小而

重要的文教薪傳中心。 

 

（二）為做學者之詞的詞人身分 

汪中自1955年執教於臺灣師範大學開始，直至 1995年從東海大學退休為止，

教授生涯長達 40 年。因此，若從「臺灣詞史」發展角度來看他的「詞人身分」，

實富有濃厚的學者氣息，從他的詞作可見臺灣詞史發展的「新變」軌跡：即詞人

的學者化，詞學的學術化，詞作的學院化。學院制度，學者身分，學術生涯，使

汪中詞作內容有異於傳統文人之詞的發展道路，而有新的內涵：〈木蘭花慢．辛

巳四月武夷山首屆柳永學術研討會。〉〈柳梢青．庚午秋赴南京唐代文學會議，晤江蘇古籍出

版社陸副編輯，承惠《夢桐詞》，感依其韻。〉二詞是兩場學術會議的紀錄;而〈減字木

蘭花．懷鄭因百先生，曾作論書絕句一百首，今歲正八十矣。〉〈點絳脣．與許世旭教授再晤

于柏克萊。〉二詞，前者是汪中緬懷鄭騫教授並論及其文壇地位；後者是懷思與

許世旭教授講學韓國，其後在美國柏克萊大學邂逅的歡會之作。學者在國際各大

學之間移動講學的現象，非晚清以前的詞家所有，此為二十世紀以後時代湧現的

新題材。 

此外必須說明的是，汪中的學者之詞，不是在詞裡「閃現著許多詞史觀念、

詞學思想以及批評理論等」，48以學問為詞的學者之詞，而是當代學者學術生涯與

作育英才之題材的書寫。茲錄二首如下： 

 

木蘭花慢．辛巳四月武夷山首屆柳永學術研討會 

正清和勝景，武夷好，美岩多。共俊侶良朋，單衫杏子，九曲清波。消磨。

屯田萬古，雨零霖，下峽瀉長河。最是桂花丹蕊，並頭十里紅荷。   蹉

跎。世路轗軻。賦詞筆、寫長歌。祇聽了鳴榔，秦樓簫咽，酒盡顏酡。摩

挲。京華冠蓋，又幾番荊棘泣銅駝。只有煙花換劫，仙鄉依舊如珂。 

 

減字木蘭花．懷鄭因百先生，曾作論書絕句一百首，今歲正八十矣。兼懷臺靜公。 

詞源流黛。下水春江公許載。書詠百篇。犖犖精光照眼前。   余生也晚。

搦翰馳騖嗟不返。捧手稱觴。彊健還同歇腳庵。 

                                                      
48曹辛華：〈論民國詞的新變及其文化意義〉，《江海學刊》，2008 年 4 月，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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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詞的寫作題材即緣於汪中的學者身分、學術生涯所引發。 

 

（三）風懷旖旎的情詞 

詞原是用以應歌的燕樂歌詞，故詞之句法語彙以偏於輕靈婉妙，風格委婉，

內容言情為其主要特徵。因此，詞宜乎以清麗之句，寫幽思之情。《雨盦詞》裡

也見寫得清倩婉約，流麗動人的情詞，如： 

 

鵲踏枝 
淡淡衫兒衫子薄。倩影如花，對此銷魂卻。長日簾櫳垂地落。漫天風絮難

禁約。   獨自闌干縈寂寞。何處追歡，傾盡金罍酌。綠綺鳳凰歌又作。

當時只說長相樂。 

詞後自注：此高麗精褚，極能受墨，崔生年均所貽，遂書近作和《陽春辭》。 

 

意難忘．用清真韻 

簾幕昏黃。正衣冠滿座，快語傳觴。酒闌人影亂，環珮步飄香。銀漢轉，

玉爐涼。校韻劇淋浪。愁不寐，夢雲恍惚，眉宇端相。   春風蛺蝶雙雙。

竟天涯咫尺，惆悵蕭郎。琴聲調白羽，柳色惱紅妝。能幾日、絕肝腸。怨

恨亦無妨。有難得、歡愉一晌，花樣流光。 

 

「有難得，歡愉一晌，花樣流光。」這是何等旖旎的風懷。從這些言情之詞，可

以窺見汪中在莊嚴的學者身分，知名的書家身分之外，也有蘊藉含情的一面。 

 

五、結語 

 

汪中是臺灣戰後菁英文化的典型代表，他與學院教授知識社群共同塑造臺

灣詩壇一股風雅的意識形態。 

由於汪中具有學者而兼詩人/詞人的身分，活躍於杏壇、文壇與書法界，他

結合當時臺師大，以及其他大學的詩友共同投入古典詩詞的教育與創作活動，彼

等皆是學院的菁英。此外，又與海外各大學教授互動頻繁，如中國大陸的啟功、

韓國的金宰用，香港的黃坤堯等人，時時於交游酬唱中，或直接，或間接推動古

典詩詞的發展。他的《雨盦詞》雖然只有 48 首，卻能具體而微地看到學院詞人

的詞作筆力與詞作展現的現當代面貌。 

此外，這些珍貴的文獻可以提供給地方志、地方文學、臺灣詞學史的重要

補充；也可做為大學國文系或中文系詞選課的教材，令學子認識現當代的優秀詞

人及其作品，進而讓學子於學習過程中獲得潛移默化的影響。 

 

 



25 

 

參、有關本計畫之研究概況與重要參考文獻之評述 

目前國內外關於停雲詩社的研究論著尚未出現，但有對個別詩人之創作的

研究論文，如羅尚、汪中、張以仁、陳新雄、張夢機、陳文華、顏崑陽等人詩詞

作品的探討。茲將對本計畫案有重要參考價值的文獻評述如下： 

 

「停雲詩社」詩友群的詩詞作品是本研究的第一手材料，包括：羅尚《戎

庵二十一世紀詩存》、《戎庵詩存》、《滄海明珠集》；汪中《雨盦和陶詩．附儒城

雜詩》；張以仁《張以仁詩詞集：晴川詩詞》；邱燮友《並蒂詩林》等六本與他人

合著的「並蒂」系列詩集；陳新雄《伯元吟草》、《伯元倚聲．和蘇樂府》、《香江

煙雨集》；陳滿銘《逍遙遊吟稿》；尤信雄《西堂詩稿》；張夢機《夢機集外詩》、

《藥樓近詩》、《夢機六十以後詩》、《鯤天吟稿》、《鯤天外集》、《碧潭煙雨》、《藥

樓詩稿》、《師橘堂詩》、《西鄉詩稿》；沈秋雄《雲在盦詩稿》；陳文華《珍帚集》；

顏崑陽《顏崑陽古典詩集》、《顏崑陽古典詩集後稿》；文幸福《無益詩稿》、《無

益續稿》、《雞龍煙雨》、《明嬌館雜詩》、《無益詞稿》、《神州行雜詩》等。有些詩

人並無詩集，如婁良樂、王熙元、杜松柏、黃永武、傅武光等，筆者則從詩人或

詩人親友，與其他詩選集、期刊等陸續訪求以得之。 

停雲詩友作品「選本」已出版者有：汪中等合著《停雲詩友選集》，臺北：

萬卷樓圖書公司，2006 年出版；另有陳永正主編之中華當代教授詩詞選《餘事

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1 年出版，其中也有詩友的選作。《停雲詩友

選集》集中收錄羅尚、汪中、張以仁、邱燮友、陳新雄、陳滿銘、杜松柏、尤信

雄、張夢機、沈秋雄、傅武光、文幸福十二位詩人的詩選作品十數首至數十首不

等。而《餘事集》集中則收錄邱燮友、陳新雄、沈秋雄、陳文華、顏崑陽、文幸

福六位停雲詩友的詩詞選作。此二書雖只是選本，但從選擇的角度與篇目，也可

看出作者或編者欲令之「發聲」的思維、情感趨向，或代表詩人群所欲凸顯的「藝

術典律」。 

此外，刊載古典詩詞的重要期刊，如《中華詩學》、《乾坤詩刊》等，以及

《國文天地》特載詩人成就的一些專刊，也是筆者參考的重要文獻。 

而停雲詩社個別詩人之創作的研究論文，目前學界已有學人開始賦予關注，

並研究撰寫，如羅尚、汪中、張以仁、陳新雄、張夢機、顏崑陽、陳文華等人詩

詞作品的分析均已有之，如研究羅尚詩者有：孫吉志《羅尚《戎庵詩存》研究》；

論述汪中之詩者有：陳文華〈妙趣間名理，高懷成好音－－雨盦師的詩〉；書寫

張以仁者有：楊晉龍〈學者與詩人──我所認識的張以仁老師〉；敘寫陳新雄者

有黃坤堯〈芳草天涯吟寫遍──陳新雄教授詩詞展讀〉；分析張夢機作品的文論

有李瑞騰、孫致文合編《歌哭紅塵間：詩人張夢機教授紀念文集》，而研究其詩

詞者以林淑貞主編《歌哭紅塵間：張夢機教授紀念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收錄李

瑞騰、顏崑陽、簡錦松、康來新、龔鵬程、林淑貞、黃雅莉、卓清芬、丁威仁、

李建福、徐照華、胡詩專、顏訥、李宜學、吳東晟、吳儀鳳、顧敏耀、羅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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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維剛、陳家煌、林盈鈞等二十餘篇研究論文最為全面，《文訊》第299期亦有〈張

夢機紀念特輯〉；分析張夢機、顏崑陽酬唱詩作者有顏訥〈剪燈酬唱，情同元白：

張夢機、顏崑陽贈答詩的意義與文學價值〉；述寫陳文華者有徐國能〈獨立蒼茫

自詠詩──記陳文華教授〉等，這些篇章與論文均可做為筆者研究停雲詩社社員

詩詞作品的引導與借鏡。 

 

 

肆、停雲詩友簡介 

（一）羅尚 

（1923-2003），四川宜賓縣人，號戎庵、龍定室主人、滄海翁。曾任職於考

試院與總統府，為「停雲詩社」副社長。著有《戎庵選集》、《滄海月明集》、《戎

庵詩存》（高雄：宏文館，2005 年版）、《戎庵詩存》（上、下冊，合肥：黃山書

社，2014 年版）。 

 

（二）婁良樂 

婁良樂（？-1981），安徽合肥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博士。

曾任教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為「停雲詩社」社員。著有《惠施研究》、《管

子評議》。 

 

（三）汪中 

汪中（1926-2010），字履安，號雨盦，或作雨壇鄉人、雨公、愚公，安徽桐

城人，因桐城有座龍眠山，故又自署為「龍眠汪中」、「龍眠雨盦」。國立臺灣立

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停雲詩社」社長。著有《雨盦和陶詩•附儒城雜詩》、

《樂府詩選注》、《杜甫》、《新譯宋詞三百首》、《樂府古辭鈔》、《清詞金荃》、《詩

品注》、《樂府詩紀》、《詩經朱注斠補》、《汪中書法選》、《雨盦書札》、《詩書翰墨

香 : 汪雨盦教授書展專輯》、《雨盦書翰集》、《雨盦書翰集》第二集、《汪中書法

集》等。 

 

（四）張以仁 

張以仁（1930-2009），湖南醴陵人。任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並合

聘於臺灣大學中文系任教。「停雲詩社」社友。著有《國語研究》、《國語虛詞集

釋》、《國語左傳論集》、《中國語文學論集》、《春秋史論集》、《花間詞論集》、《花

間詞論續集》、《張以仁先秦史論集》、《張以仁語文學論集》、《涵怡集》、《張以仁

先生文集》、《張以仁先生詩詞集：晴川詩詞》等。 

 

（五）邱燮友 

邱燮友（1931-），筆名石城、童山，福建省龍巖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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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教授，「停雲詩社」社員。著有《古文運動史略》、《童山詩集》（現代詩）、《天

山明月集》（現代詩）、《品詩吟詩》、《美讀與朗誦》、《白居易》、《中國歷代故事

詩》、《散文結構》、《唐詩朗誦》、《唐宋詞吟唱》、《童山詩論卷》、《童山人文山水

詩集》。 

 

（六）王熙元 

王熙元（1932-1996），湖南湘鄉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停雲

詩社」社員。著有《古典文學散論》、《歷代詞話敘錄》、《穀梁范注發微》、《穀梁

著述考徵》、《王守仁》、《論語通釋》、《人文智慧－－論語精髓》、《詩詞評析與教

學》、《優遊詞曲天地》、《印光大師傳》、《佛學因緣》；合編或合著有《讀書指導》、

《歷代散文選》、《詩府韻粹》、《詞林韻藻》、《曲海韻珠》、《詞曲選注》；散文集

有《文學心路》、《紅樓鐘聲》等。 

 

（七）陳新雄 

陳新雄（1935-2012），字伯元，江西省贛縣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

授，「停雲詩社」監察人。著有《春秋異文考》、《古音學發微》、《音略證補》、《六

十年來之聲韻學》、《等韻述要》、《中原音韻概要》、《廣韻研究》、《古音研究》、《聲

韻學》、《文字學》、《訓詁學》、《語言學辭典》、《旅美泥爪》、《放眼天下》、《家國

情懷》、《詩歌吟唱與賞析》、《香江煙雨集》、《伯元倚聲·和蘇樂府》、《伯元吟草》、

《古虔文集》、《東坡詞選析》、《東坡詩選析》、《詩詞作法入門》、《工具書之用法》

等，單篇論文彙集於《鍥不舍齋論學集》、《文字聲韻論叢》與《陳新雄語言學論

學集》。 

 

（八）陳滿銘 

陳滿銘（1935-），臺灣苗栗縣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停雲

詩社」社員。著有《中庸思想研究》、《稼軒詞研究》、《蘇辛詞比較研究》、《學庸

麤談》、《國文教學論叢》、《文章的體裁》、《詩詞新論》、《作文教學指導》、《文章

結構分析》、《詞林散步：唐宋詞結構分析》、《章法學新裁》、《學庸義理別裁》、《章

法學論粹》，另與王熙元、陳弘治合編《詞林韻藻》等。 

 

（九）杜松柏 

杜松柏（1935-），湖南衡山縣人。中興大學教授，「停雲詩社」社員。著有

《宋朔閏考》、《蔣總統處變慎謀的歷史回顧》、《袁枚》、《禪與詩》、《國學治學方

法》、《旅日隨筆》、《中國禪學》、《禪詩三百首》、《禪是一盞燈》、《詩與詩學》、《知

止齋禪學論文集》、《佛學思想綜述》、《論藝術原委與形象思維》、《論兩岸如何以

中華文化建設》、《佛慧與齊家》、《知止齋古稀學術論文自選集》、《智慧的禪公案》、

《電腦時代書道藝術新論》、《圍棋貫通》、《失學孤兒闖博士》、《禪宗的開悟與開

示在當下》、《大中華統一析論》、《科學、科學哲學與人類》、《禪海拈詩：禪詩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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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等。 

 

（十）黃永武 

黃永武（1936-），浙江嘉善人。歷任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中興大學文

學院院長，成功大學文學院院長兼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臺北市立師範學院（今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教授。「停雲詩社」社員。著有《中國詩學》、《愛廬小品》、

《字句鍛鍊法》、《詩心》、《許慎之經學》、《形聲多兼會意考》、《中國詩學》、《愛

國詩牆》、《唐詩三百首鑑賞》、《詩與美》、《珍珠船》、《抒情詩葉》、《敦煌的唐詩》、

《讀書與賞詩》、《詩林散步》、《詩香谷》、《愛廬談文學》、《愛廬談諺詩》、《詩與

情》等論著，另有散文集《載愛飛行》、《生活美學》、《我看外星人》、《山居功課》

等。 

 

（十一）尤信雄 

尤信雄（1938-），號西堂，臺灣彰化縣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亦曾擔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務長、代理校長，為「停雲詩社」社員。著有《桐

城文派學述》、《清同光詩派研究》、《孟郊研究》、《葛洪評傳》、《詩歌韻調通檢》、

《西堂詩稿》、《中國古典文學論文集》等，又與王熙元、沈秋雄合編有《詩府韻

粹》一書。 

 

（十二）張夢機 

張夢機（1941- 2010），湖南永綏縣人，出生於四川成都。曾任教於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文化大學、淡江大學、東吳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功大學、

中興大學，中央大學等校，亦曾擔任中央大學總務長。創立「雲腴文社」、「停雲

詩社」。著有《近體詩發凡》、《三唐詩絜》、《思齋說詩》、《唐宋詞選注》、《杜律

指歸》、《古典詩的形式結構》、《詞律探源》、《鷗波詩話》、《讀杜新箋：律髓批杜

詮評》、《唐宋詩髓》、《詩詞曲賞析》、《詩學論叢》、《藥樓文稿》、《詞箋》、《師橘

堂詩》、《西鄉詩稿》、《碧潭煙雨》、《藥樓詩稿》、《鯤天吟稿》、《鯤天外集》、《夢

機詩選》、《夢機六十以後詩》、《夢機詩選》、《藥樓近詩》等。 

 

（十三）沈秋雄 

沈秋雄，字伯時，1941 年生，臺灣臺中縣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教授，「停雲詩社」社員。著有《說文解字段注質疑》、《三國兩晉南北朝左氏學

考佚》、《王通》、《雲在盦詩稿》、《詩學十論》。與陳弘治、林礽乾合編有《修身

文選》，與王熙元、尤信雄合編《詩府韻粹》等。 

 

（十四）傅武光 

傅武光（1944-），臺灣新竹縣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停雲詩

社」社員。著有《四書學考》、《四書總義著述考》、《論語著述考》、《呂氏春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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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子之關係》、《孔孟老莊思想的平等精神》、《中國思想史論集》、《鳳陽牧歌》，

另主編有《唐宋詩舉要精選今注》等。 

 

（十五）陳文華 

陳文華（1945-），廣東梅縣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停雲詩社」

社員。著有《珍帚集》、《杜律旨歸》、《杜甫傳記唐宋資料考辨》、《不廢江河萬古

流：杜甫詩賞析》、《古典詩歌欣賞》、《歷代詩選注》、《海綃翁夢窗詞說詮評》、《夢

窗詞全集箋注》、《心靈饗宴：生活的語花》等。  

 

（十六）顏崑陽 

顏崑陽（1948-），臺灣嘉義縣人，歷任高雄師範學院、淡江大學、中央大學、

東華大學教授，並曾擔任東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停雲詩社」社員。著有

《莊子藝術精神析論》、《莊子的寓言世界》、《六朝文學觀念叢論》、《李商隱詩箋

釋方法論》、《顏崑陽古典詩集》，《龍欣之死》、《傳燈者》、《手拿奶瓶的男人》、《智

慧就是太陽》、《人生因夢而真實》、《上帝也得打卡》等。 

 

（十七）文幸福 

文幸福（1949-），字在我，號新田鄉人，廣東寶安縣人，出生於香港。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停雲詩社」社員兼總幹事。著有《詩經周南召南發

微》、《詩經毛傳鄭箋辨異》、《詩經》、《孔子詩學研究》、《無益詩稿、續稿》、《雞

龍煙雨》、《明嬌館雜詩》、《無益詞稿》、《草風樓詩詞集》等。 

 

 

伍、停雲詩友詩詞著作書目 

尤信雄，《西堂詩稿》，臺北：學海出版社，1984 

文幸福，《明嬌館雜詩》，打字本 

文幸福，《神州行雜詩》，打字本 

文幸福，《無益詞稿》，打字本 

文幸福，《無益詩稿、續稿》，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 

文幸福，《雞龍煙雨》，打字本 

文幸福，《草風樓詩詞集》，臺北：國家出版社，2017 

汪中，《雨盦和陶詩•附儒城雜詩》，臺北：華正書局，1986 

沈秋雄，《雲在盦詩稿》，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 

邱燮友、徐世澤、徐國能，《花開並蒂》，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9 

邱燮友、徐世澤、徐國能、顏崑陽，《並蒂詩花》，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0 

邱燮友、徐世澤、張健、徐德智，《並蒂詩風》，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1 

邱燮友、徐世澤、許清雲、徐國能、吳東晟、徐德智，《並蒂詩情》，臺北：萬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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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圖書公司，2013 

邱燮友、徐世澤、許清雲、陳永正、黃坤堯、徐德智，邱燮友，《並蒂詩香》，臺

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4 

邱燮友、徐世澤、張夢機、許清雲、黃坤堯、潘麗珠，《並蒂詩林》，臺北：萬卷

樓圖書公司，2015 

張以仁，《張以仁詩詞集：晴川詩詞》，臺北：國家出版社，2010 

張以仁，《涵怡集》，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8 

張夢機，《西鄉詩稿》，臺北：學海出版社，1979 

張夢機，《師橘堂詩》，臺北：華正書局，1979 

張夢機，《夢機六十以後詩》，臺北：里仁書局，2004 

張夢機，《夢機集外詩》，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15 

張夢機，《夢機詩選》，高雄：宏文館，2009 

張夢機，《碧潭煙雨》，漢光文化公司，1993 

張夢機，《藥樓近詩》，臺北：印刻出版社，2010 

張夢機，《藥樓詩稿》，自印本，1993 

張夢機，《鯤天外集》，自印本，2001 

張夢機，《鯤天吟稿》，1999，自印本；臺北：華正書局，2008 

陳文華，《珍帚集》，臺北：里仁書局，1996 

陳新雄，《伯元吟草･世紀新聲》，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0 

陳新雄，《伯元倚聲．和蘇樂府》，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 

陳新雄，《香江煙雨集》，臺北：學海出版社，1985 

陳滿銘，《逍遙遊吟稿》，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6 

顏崑陽，《顏崑陽古典詩集》，臺北：漢藝色研文化公司，1998 

顏崑陽，《顏崑陽古典詩集後稿》（收錄於《乾坤詩刊》第 50、51 期） 

羅尚，《戎庵二十一世紀詩存》，臺北：宏文館，2008 

羅尚，《戎庵詩存》，高雄：宏文館，2005 

羅尚，《滄海明珠集》，臺北：華正書局，1981 

羅尚，《戎庵詩存》上、下冊，合肥：黃山書社，2014 

 

 

陸、停雲詩友社課詩題與寫作時間表 

請參閱｢停雲詩社詩友社課詩作寫作時間表｣.excel 檔案 



編號 詩人 時間 1979 1979 1979 1979 1979 1979 1979 1979 1979-19801980 1980

詩題 夏夜 聞蟬 臺北行 逭暑 颱風吟 舟渡 雲海 芳園雅集 把酒 郊行 春雨

1 汪中 題目作夏夜宿墾丁用陶公游斜川韻    

2 羅尚   題目作臺北謠  庚申年

3 婁良樂

4 張以仁

5 邱燮友

6 王熙元        此詩題目出自1980年文風

7 陳新雄         

8 陳滿銘

9 杜松柏

10 黃永武

11 尤信雄       

12 張夢機 

13 沈秋雄 

14 傅武光

15 陳文華      

16 顏崑陽      題目作芳園雅集有作呈停雲社諸詞長 時間不確定是1980年還是1987年的。

17 文幸福 題目作春霽呈停雲詩友，時間不確定

說明：

停雲詩社詩友社課詩作寫作時間，各家或記錄不一，或有遺缺，本表以詩社監察人陳新雄教授《伯元吟草》（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0年）所記之年為準，

參以羅尚先生《戎庵詩存上》、《戎庵詩存下》（合肥：黃山書社，2013年），陳滿銘先生《逍遙遊吟稿》（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6年）所記之年為輔，

因羅、陳二位詩友於其詩集中保留較為完整的社課詩作，並多逐一作繫年。詩社活動期間為1979年至2010年。



1980 1980 1980 1980 1980 1980 1980 1980 1981 1981 1981 1981 1981 1981

詠史 餞春 詠懷 放懷 溪頭行 人造雨 選戰 夜讀 春雷 太空梭 停雲詩社北投地獄谷珊園雅集分韻得峰字座中有師大國文研究所南韓學生男女六人停雲詩社同社婁良樂教授挽章秋柳 張良

庚申年 庚申年庚申年 題目作〈立秋至溪頭雲腴社社遊也〉 庚申年    

此詩題目出自1980年文風
  題目作溪頭行次夢機韻  

    



題目作觀選戰，不確定是1980年選戰這詩題還是後面1991年的觀戰詩題

 時間不確定是1980年還是1996年的。      

題目作春霽呈停雲詩友，時間不確定

停雲詩社詩友社課詩作寫作時間，各家或記錄不一，或有遺缺，本表以詩社監察人陳新雄教授《伯元吟草》（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0年）所記之年為準，

參以羅尚先生《戎庵詩存上》、《戎庵詩存下》（合肥：黃山書社，2013年），陳滿銘先生《逍遙遊吟稿》（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6年）所記之年為輔，



1981 1982 1982 1982 1982 1982 1982 1983 1983 1984 1984 1984-1985 1984-1985 1984-1985

金馬獎民國七十年度虹 煮茶 歐陽永叔九百七十五歲生日社課分薛濤箋贈停雲社友有懷停雲社友十首用後村湖南江西道中詩韻觀荷步遯老韻贈內 停雲詩社久無音訊有懷夢機枯荷 觀世 七夕社課 感時 社課曉起

    羅尚時間為1984年，此詩題以羅尚時間紀年。

     1984-1985  1984-1985 1984-1985 1984-1985

 有觀荷二首，但不確定是1982年還是1995年的詩題



 

   題目作七夕未確定此詩題時間題目作曉起

有觀荷二首，但不確定是1982年還是1995年的詩題



1986 1986 1986 1986 1986 1987 1987 1987 1987 1987 1987 1987 1988 1988

感遇 追和魯實先師朱梅詩四首燕子湖訪張子良三首秋野 哈雷彗星 郊行 將進酒 牡丹 清明 蟋蟀 游臺南開元寺菩提寺 恭悼蔣總統經國先生停雲社友迎遂翁於僑福樓太希翁在座共憶香江遯翁詩老乃欣然有作

題目作和魯實先教授朱梅四首  題目作郊行四絕次白石韻 汪中紀年時間為1987年，有明確時間，此詩題以汪中紀年為主汪中紀年時間為1987年，有明確時間，此詩題以汪中紀年為主汪中紀年時間為1987年，有明確時間，此詩題以汪中紀年為主  題目作恭悼蔣故總統經國先生
 題目作追和魯實先教授朱梅韻與停雲社友同作  

 1984-1985    1986-19871986-19871986-1987  

 題目作朱梅詩四章追和實先先師原韻目前只有沈秋雄老師有此題 

題目作朱梅四首 

 題目作朱梅四首追和魯公實先原韻 題目作郊行三首，未確定是1980年還是1987年詩題。  題目作清明二首，不知時間是1987年還是1994年詩題。題目作蟋蟀二首

題目作追和魯實先先生朱梅詩四章



1988 1988 1988 1988 1988 1990 1991 1991 1991 1991 1991 1992 1992 1992

遣興 九日 探親 春日偶成次伯元韻五峰觀梅 中秋前夕隨同社諸師友林園賞月辛未重陽節停雲社復興續集辛未九日余以宿疾不能飲感賦詠橘 戎庵寫竹 觀戰 夜雨 猴年北京觀米芾苕溪詩翰卷酒花

       題目作大度山夜雨 

  題目作謝同社諸君作戎庵寫竹詩，有明確時間是1991年，此詩題以羅尚紀年為主有明確時間1991年，此詩題以羅尚紀年為主。有明確時間1992年，此詩題以羅尚紀年為主。有明確時間1992年，此詩題以羅尚紀年為主。

時間為1991-1993年春

1991-1993 1991-19931991-19931991-1993 1991-1993

題目作重陽    老師紀年時間為1995-1996年

題目作酒邊三首

 題目作戎庵畫竹

 題目作重陽雜詩 題目作戎庵先生寫舊竹今歸伯元夫子題目作觀選戰 

目前只有文幸福老師有此題 



1992 1992 1993 1993 1993 1993 1993 1993 1993 1993 1993 1991-1994 1994 1994

逭暑吟 壬申九月既望聽華文漪牡丹亭曲子歸山中作與文華雄祥幸福至曾文水庫詩歌研習班講揚州諸絕句歸乘自強號海線經竹北一帶觀海感作二截句品茗和陶淵明讀山海經韻十至十三梅雨初霽漫行感作放歌 感時 託夢 苦旱 觀棋 停雲詩社招飲不赴觀戲 秋興 六十初度

    題目作大度山中放歌 題目作壽伯元兄六十
    有明確時間1993年，此詩題以羅尚紀年為主。

時間為2009年

時間為1991-1993年春 時間為1991-1993年秋

題目作記夢，時間為1993年9月時間為1993年9月

1991-1993 1991-1993時間為1991-1993，題目作觀棋二首1994-1995

老師紀年時間為1995-1996年  只有陳滿銘老師有此詩題，時間範圍落在1991-1994年中間。時間落在1995-1996。題目作賀伯元兄六十壽慶

題目作酒邊三首

題目作觀海題目作品茗 題目作記夢 有明確時間寫1993年春，此詩題時間以張夢機老師紀年為主。只有張夢機老師有此題

題目作記夢 

題目作壬申十二月廿二夜紀夢，時間為1992年題目作苦旱祈雨 題目作恭壽伯元夫子六秩嵩慶



1994 1994 1994-1995 1994-1995 1995 1995 1995 1995 1995 1995 1995 1995 1995 1995

游臺中北屯文昌廟藥樓欲退出停雲詩社即賦奉呈奉酬林景之丈惠和拙稿六十初度遊碧潭有懷夢機子良清明 清流 壽雨盫學長七十行道樹 追思旨雲師觀荷 新年 敬步伯元教授贈詩瑤韻酒詩 感時





題目作壽雨盦教授七秩榮慶並拜讀嘉章題目作道旁柳，有明確時間1995年，此詩題以羅尚紀年為主  目前只有以仁教授有此詩題時間為1995年

1994-1995 1994-1995 1994-19951994-19951994-19951994-19951994-1995

題目作賀伯元兄六十壽慶 只有陳滿銘老師有此詩題，時間範圍落在1994-1995年中間。陳滿銘老師將此題與1995年的其他停雲社課詩作放在一起，判時間為1995年。1995-1996題目作壽雨盦社長七十 題目作懷旨雲師，有明確時間是1995年，此詩題以陳滿銘老師紀年為主1995-1996 1995-1996

同題，但時間為1983年夏

題目作恭壽伯元夫子六秩嵩慶 題目作恭賀雨盫夫子七秩嵩慶用山谷韻





1995-19961995-1996195-1996 1996 1996 1996 1996 1996 1996 1997 1997 1997 1997 1997

春半 晨遊陽明山陽明山杜鵑園即事文華約集滿順樓藥樓宴集作夢機玫瑰里讌集予車禍不赴次韻奉酬藥樓社集 歲末懷社友張夢機教授夏夜 丁丑孟夏停雲社課二題謝某君贈書有論李太白事數篇題溥心畬古本幽巖圖早行 股市狂飆

 

   

時間為1995年 目前只有張以仁教授在1996年有此詩題

時間為1996年

只有陳滿銘老師有此詩題，時間範圍落在1995-1996年中間。只有陳滿銘老師有此詩題，時間範圍落在1995-1996年中間。只有陳滿銘老師有此詩題，時間範圍落在1995-1996年中間。   時間為1997年5月1日作，有明確時間所以此題依陳滿銘老師的紀年

同題，但時間為1983年夏 題目作次戎庵藥樓社集韻



1997 1997 1998~1999 1998~1999 1998 1999 1999 1999 1999 1999 1999-20001999-2000 2000 2000

口蹄疫 餞春 灜社社課 停雲雅集 戊寅重九雅集予以病未至亦補一詩題伯元詩艸集集大地震藥樓雅集 憶昔寓韓與李家源君雅集聯吟今全寅初教授返韓乃賦此陽明山晨起重遊碧潭懷夢機子良臺灣師大日光大道即事游韓絕句四章千禧年

時間為1997年五月，有明確時間，此題以汪中老師紀年為主。題目作重過藥廬有感  題目作千禧年口占


時間為1997年 目前只有張以仁教授有此詩題

時間為1996年 1998-19991998-1999 1998-1999

  題目作九二一集集大地震   

題目作停雲詩社藥樓雅集，但不確定是哪一年。 

時間為1993年題目作停雲詩社雅集目前只有張夢機教授有此詩題



2000 2000-20012000-2001 2001 2001-2006 2003 2003 2005 2005 2005 2005 2006 2007 2008

桃源 春興 春雷 和夢機懷友絕句之二恭壽莆田黃師天成八秩嵩慶感春 感時 春郊散策 詞人風骨 觀蓮消夏 民隱 賀雨盦社長八秩嵩壽 丁亥歲杪停雲社友別久重聚藥樓次主人韻二首藥樓雅隹

2000年12月22日 桃源二絕
     

時間1999年2000年各一首，按時間應該2000年的為社課詩

時間為2001年1月25日   未確定時間  

目前只有陳文華老師有此題



2008 2008 不知時間

減字本蘭花˙丁亥仲冬停雲社友過張夢機於藥樓後伯元用山谷中秋多雨韻寄贈爰作此以和兼懷子良賀幸褔教授六十壽慶欠伯元韻淡海夜泛

 



目前只有陳文華老師有此題





1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107年 8月 30日 

                                 

壹、參加會議經過 

8 月 22 日下午 17：05 從桃園國際機場搭乘中國東方航空 MU2932 班機飛

抵無錫蘇南碩放機場，而後驅車前往無錫「江南四季酒店」之會議服務處報到。 

 

8 月 23 日上午 8：30~ 9：00 在江南大學圖書館前與與會學者合影。9：00~ 

10：00 在該校圖書館會議廳參加「2018 詞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式。10：00~12：

00 參加大會第一場主題發言，該場會議由杭州師範大學沈松勤教授主持，有 5

位學者發表論文，筆者為其中之一，筆者發表〈海天樂章－－汪中文壇地位及

其詞作析論〉，由北京大學的程郁綴教授進行講評。下午分別至江南大學之文浩

館與田家炳樓會議室參與分組會議。 

 

8 月 24 日參加會議。上午 8：00~12：00 分組會議；下午 14：00~16：00 是

計畫編號 MOST 106-2410-H-003-118 - 

計畫名稱 地方風華的古典表述－－停雲詩社研究 

出國人員

姓名 
林佳蓉 

服務機

構及職

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 

會議時間 

107 年 08 月 22

日至 107 年 08

月 26 日 

會議地

點 

中國江蘇省無錫市江南大學 

會議名稱 

(中文)2018 中國詞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英文)2018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hinese Ci Studies  

發表題目 

(中文) 海天樂章－－汪中文壇地位及其詞作析論 

(英文)  Haitian Music Chapter—A Study on Wang Zhong 's Status 

Among Literari and The Analysis of His C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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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主題發言；16：15~17：30 學術評議；17：30~18：00 是中國中山大學的

彭玉平教授作大會總結，並進行宣讀獲獎論文、表揚優秀志願者、交接中國詞

學學會印章等閉幕式的相關活動。 

 

會議日程總表 

 

 

 

 

 

 

 

 

 

 

 

 

 

 

 

 

 

 

 

 

 

 

 

 

8 月 25 日進行文化考察活動。上午至宋代理學家楊時講學之處的東林書院

參觀。東林書院建於 1111 年，楊時長期在此講學，楊時過世之後，書院逐漸荒

廢。1606 年，明代顧憲成、顧允成兄弟重建書院，再現講學之風。下午至惠山

寄暢園參訪。寄暢園之名，取自王羲之：「寄暢山水蔭」一語，此處原為元代惠

山寺的僧舍，明代兵部尚書秦金買下之後，幾經秦家數代擴建，成為江南園林

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8 月 26 日 14：00 自無錫蘇南碩放機場搭乘中國東方航空 MU2931 班機回

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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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與會心得 

本次會議是在風光明麗的無錫江南大學開會，校園腹地屬於太湖湖區

之一環，故而該校圖書館後方即有一片汪洋廣大的湖泊，與太湖相連。會議

期間雖是在 8 月下旬，但湖中荷花猶然綻放，荷香清逸，湖之遠方可見山巒

隱隱疊翠，與會學者莫不以能來此地開會而感到欣喜。 

 

筆者於 8 月 23 日上午第一場主題發言時，發表〈海天樂章－－汪中文

壇地位及其詞作析論〉一文，由程郁綴教授進行講評。本文以「停雲詩社」

社長汪中教授的詞作做為研究文本，並論述汪教授在臺灣戰後文壇的地位。

程郁綴教授對拙文給予的肯定與建言，使筆者更明白論文得失之處；而其意

見亦可做為日後修訂時的重要參考指南。程教授於會後贈送一本他的著作

《綴玉小集》予筆者，實令筆者銘心感謝。 

 

8 月 24 日上午 8：00~12：00 是分組會議。下午 14：00~16：00 是第二

場主題發言，中國人民大學諸葛憶兵教授主持，浙江大學江弱水等五位教授

發表論文；16：15~17：30 是學術評議，江蘇師範大學張仲謀教授主持，西

北大學薛瑞生、（臺灣）成功大學王偉勇、（中國）暨南大學趙維江、華東師

範大學朱惠國、湘潭大學徐煉、湖南理工學院蔡世平等先生評議，彼等發言

內容均讓筆者獲益良多。其中最讓筆者動容的是薛瑞生先生的講話，薛先生

已八十餘歲，所言言簡意賅，思路清晰，學養深厚，當薛先生講話時，全場

靜穆無聲，與會學者全然浸沐在薛先生明睿謙融的談話裡，其巍巍如山的精

神與風範，令人生發無限的景仰。 

 

兩天的會議日程中，筆者尚於會後向薛瑞生、施議對（澳門大學）、徐

煉、張仲謀、江弱水、陳水雲（武漢大學）等教授請益，進行學術交流，增

擴筆者在詞學領域的學術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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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發表論文全文 

海天樂章 

－－汪中文壇地位及其詞作析論 

林佳蓉 

 

一、 前言 

 

1949 年，是一個關鍵的年代，國民政府因國共內戰失敗之故，撤退來臺，

同時造成多達百萬軍民人生中一次決定性的命運的空間位移，汪中（1926-2010）

是當時遷移來臺的青年學子之一。在他安身立業於臺灣師範大學之後，又以此地

為中心，透過教育、文學與書藝為交流界面，將影響力延伸到臺北城以外的東亞

區域，先後與韓國、香港、中國大陸的詩壇與學界密切交匯，使「汪式丰華」在

他的人生中達到一個極致；同時也為臺灣戰後詩壇開啟另一個重要的里程－－學

院詩人群體的建構與完成，為臺灣戰後的人文景觀走向，發展出屬於學院式的深

雅向度，對 1960-2010 年間臺灣的教育界、古典文學界與書藝界深有影響。 

 

汪中，字履安，號雨盦，用印時或作雨壇鄉人、雨公、愚公，安徽桐城人，

因桐城有座龍眠山，故又常自署為「龍眠汪中」、「龍眠雨盦」。1937 年師事楊亮

甫先生學文，皋田先生學詩。1947 年入安徽大學中文系就讀，從學於潘重規

（1908-2003）先生。1949 年跟隨叔祖父汪劍飛播遷來臺，初任職臺北民本廣播

電臺新聞編輯，翌年插班轉入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國文專修科（臺灣師範大學國文

學系前身）41 級，繼續未完的學業，與潘重規先生再續師生之緣，並師事宗孝

忱、溥儒、戴培之諸先生。就讀臺師大期間，亦曾向臺灣大學中文系的臺靜農教

授學習書法，1952 年大學畢業。畢業後，於 1953 年 8 月~1955 年 7 月擔任師大附

中國文科教師，1955 年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改制為臺灣省立師範大學，汪中獲聘

為助教。其後由講師、副教授、升等為教授，並曾榮聘到韓國忠南大學、外國語

大學、高麗大學，以及香港中文大學新亞研究所講學，聲譽崇隆。1990 年 7 月汪

中自臺師大退休後，8 月轉任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任講座教授，繼續授課講學，

直至 1995 年止。2010 年 4 月 13 日因病與世長辭，享年八十五歲。 

 

汪中著有詩集《雨盦和陶詩•附儒城雜詩》，論述箋注有《樂府詩選注》、《杜

甫》、《新譯宋詞三百首》、《樂府古辭鈔》、《清詞金荃》、《詩品注》、《樂府詩紀》、

《詩經朱注斠補》，書法著作有《汪中書法選》、《雨盦書札》、《詩書翰墨香 : 汪

                                                 
林佳蓉，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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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盦教授書展專輯》、《雨盦書翰集》、《雨盦書翰集》第二集、《汪中書法集》等。 

 

二、汪中在臺灣戰後文壇的地位 

 

汪中為臺灣戰後重要的古典詩人之一，也是重要的書法大家。臺灣詩壇祭

酒張夢機稱汪中其人：「倜儻風流，頗似魏晉間人。」其詩：「所作擬淵明諸韵，

厚重樸實，即從性情流出。集中七言小詩，也清逸出塵，娟秀嫵媚，觸手皆成妙

緒。」1陳文華教授認為：「（汪中）各方面的表現，都充分流露其自然合道的境

界。為人則天性冲和，樂心大化；賦詩則專尚情性，脫棄雕飾；寫字亦是腕底風

雲，顯胸中丘壑。」2謝琦讚美汪詩：「妙趣間名理，高懷成好音。」3中國書法家

啟功則稱其「詩作和書風，都有同一種的感覺，即是『虛靈挺拔』」。4汪中以詩、

書、酒三絕聞名於學界與藝文界，是上庠才子型人物，羅聯添教授更譽之為：「當

代最後一位文人」。5此外，他的文章、對聯亦是絕佳，又善品茶、能畫山水花物，

收集的篆刻閒章多且講究，他的生活、生命，學問行誼，深深含蘊了華夏深厚精

粹的文化，在他身上直接體現華夏風雅文化的學行風範，與其接觸的師友門生，

莫不為他怡怡溫藹的性情、光風霽月的人格與博雅的學養所吸引。 

汪中在臺師大就讀期間，從學於多位書畫名家與學者，陶鑄自己成為現當

代之古典詩人與書法大家，為臺灣文壇植下一個淵永醇雅的文化型範，其重要地

位可從以下幾個層面來說明： 

 

（一）連結文化中國與臺灣戰後在地古典詩壇的重要人物 

1945 年二次大戰結束，臺灣脫離日本同化政策的統治，重新回歸「中國」，

但是當時臺灣說日語的人口已達三分之二，6臺灣深受日本文化的影響，屬於日

本文化圈的一環。國民政府接收臺灣之後，如何將深受日本文化影響的臺灣快速

轉化為華夏文化區域，成為迫切的課題。因此透過教育重建民族意識，回歸、認

同華夏文化，形成首要工作。在「文化重建」項目中：「師範學生（校）接收改

組後，應特別注重教師素質及教務訓育之改進。」7受到高度的重視，其中國語

文教學也就成為擔負起復興、發揚「中華文化」工作的重要使命，而師資是其中

                                                 
1
張夢機《思齋說詩》（臺北，華正書局，1977 年），頁 148-171。 

2陳文華：〈自然合道的汪中老師〉，《國文天地》，第 79 期（1991 年 12 月），頁 66。 
3謝琦〈題辭〉，見《雨盦和陶詩•附儒城雜詩》（臺北，華正書局，1986 年），頁 1。 
4沈謙：〈啟功與汪中－－海峽兩岸的文人相親〉見「文學美談」專欄，《文心藝坊》，24 號，1992

年 5 月 2 日-5 月 8 日，頁 11。 
5引自陳文華〈妙趣間明理，高懷成好音－－雨盦師的詩〉：「雨盦師……謝世後的追悼會上，羅

聯添教授則稱之為『當代最後一位文人。』」《國文天地》，第 304 期（2010 年 09 月），頁 20。 
6許雪姬：〈臺灣光復初期的語文問題——以二二八事件前後為例〉《思與言》，第 29 卷第 4 期（1991

年 12 月），頁 158。又，根據 1946 年臺灣民政廳的統計，當時臺灣的人口有 609 萬 860 人，參閱

《臺灣省通志稿．人民志人口篇》（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66 年），卷 2，頁 122。 
7陳鳴鐘、陳興唐主編：《臺灣光復和光復後省情》（南京：南京出版社，1989 年），上冊，頁 53。

另可參閱黃英哲：〈魏建功與戰後臺灣國語運動（1946-1948）〉，《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1 期，

頁 79-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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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一環。因此，當時臺師大國文系匯聚大陸各省來臺的知識菁英，以 1947

年進入省立師範學院國文系的張同光為最早，而後陸續聘任高鴻縉、何容、王壽

康、梁容若、謝冰瑩、程發軔、李辰冬、陳致平、高明、牟宗三、宗孝忱、潘重

規、巴壺天、張起鈞、李曰剛、林尹、黃錦鋐、汪經昌，1961 年 8 月聘任魯實先，

至此，名師萃集於師院國文系。汪中於 1950 年轉入臺師大就讀後，從學者正是

這一批大陸來臺的知識菁英，受眾多名師栽培，其中較為親近者有：潘重規、宗

孝忱（1891-1979）、溥儒（1896-1963）、戴培之（1902-1983）等書畫大家，和臺

大的臺靜農（1902-1990）教授。以下簡述三則汪中與潘重規等幾位先生的交游情

誼： 

 

1、溥儒，原名愛新覺羅．溥儒，字仲衡，後改字心畬，號羲皇上人、西山逸士，

遼寧人，為清恭親王奕訢之孫。1949 年來臺，任臺灣省立師範學院美術系教授，

是臺灣的國畫大師。汪中跟隨溥儒學習經籍詩文與書藝，溥儒對汪中極為賞識，

汪中結婚時，溥儒為證婚人，汪中長女汪昭滿周歲時，尚為之親筆寫生，可見溥、

汪兩府深厚的情誼。 

 

2、臺靜農，原名傳嚴，1922 年改名靜農，字伯蘭，號龍坡居民、歇腳盦行者，

安徽霍丘縣人。1946 年因魏建功（1901-1980）之邀來臺，任臺灣大學中文系教

授，1948 年 8 月起任系主任長達二十年，為臺大中文系樹立優良的學風，是臺灣

的書法名家。六十年代起汪中居於臺北新生南路三段巷弄內，與臺先生「歇腳盦」

住處鄰近，因此經常往返臺府，書藝深受臺先生啟迪。汪中曾在〈我的書法因緣

－－兼憶臺靜農先生〉中自云： 

 

另一個對我影響很大的人，是臺靜農先生。他和我是同鄉，又住在同一條

巷子。那時他是臺大中文系系主任，我還是師大的學生，我們三五天見一

次面，偶而一起吃飯、喝酒。他的專長是隸書，我寫隸書多少受他的影響。

臺先生的行書有章草的味道，我則受董其昌的影響。8 

 

汪中求學期間，不僅在本校學習，還跨校臺大，時常向臺先生請益，因其寢饋既

廣，根柢自深。 

 

3、潘重規，本名崇奎，字石禪，江西婺源人。1950 年起任教於臺灣師範大學，

承傳章（太炎）、黃（侃）之學，為臺灣敦煌學與紅學大家。汪中在安徽大學中

文系就讀時，即從學於潘重規，來臺之後，再續師生之緣。汪中到臺師大任教，

也是時任系主任的潘先生禮聘而來，甚至與王安寧女士締結連理也是潘先生所介

紹，由是可見潘先生對汪中何等厚愛賞識。  

                                                 
8汪中：〈我的書法因緣－－兼憶臺靜農先生〉，《中央日報》第 17 版《長河》，1994 年 10 月 7 日

（鍾怡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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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儒、臺靜農、潘重規等皆是碩學鴻儒，並以詩文或書畫之精擅卓絕鳴於當時，

與華夏文化深有連結。汪中在彼等的薰陶底下，也富蘊深厚的學養，詩藝、書藝

雙善。而汪中詩詞書畫的創作，不只專注在技巧或繪畫美學的成就，更重要的是

欲完成「人」的品格，此來自於諸先生的影響。蔣勳在〈文人畫的南渡〉曾對溥

儒的詩畫有一番評述： 

 

溥心畬的文人特質恰恰在於他的詩書畫之間無入而不自得的配合。或者說，

溥心畬的美學的完成恰恰好在於他不只汲汲於技巧化或形式化的繪畫本

身，而是在完成「人」的品格上下了更多的功夫罷。宋元以後，中國傳統

文人一直有「寄情筆墨」的觀念。並不以繪畫為唯一的職志，而寧可在生

命困頓、挫折或沮鬱時寄情於書畫。……往個人生命的完成去下功夫。9 

 

溥心畬的這種文人特質也影響了汪中，汪中襟度灑落的性情，浸潤在他的作品之

中，他的詩書世界，即是他人格世界的外化，藝術與人融洽無間，那純粹而不染

塵俗的文人品格，光風霽月的精神向度，使得他的詩書世界，也如是娟雅朗潤，

清逸出塵。 

 

汪中的師友朋輩多為 1949 年以後播遷來臺的學院菁英，如：黃錦鋐

（1922-2012）、江兆申（1925-1996）、李鍌（1927-）、于大成（1934-2001）、陳新

雄（1935-2012）等。而後因執教於上庠，接觸青年學子的普及面更廣，提攜後進

無數，時有眾多青年學子環繞、跟隨在他左右，許多人受他的感召與影響而紛紛

投入詩詞創作，他成為連結大陸遷播來臺第一代10詩人群，本土/外省朋輩詩人群，

以及青年學子詩人群的重要詩鍊與樞紐，臺北城南的詩壇活動，因他們的存在而

熠熠生輝。 

 

（二）創立停雲詩社 

臺灣詩社的成立，自明末開創以來，到日治時期達到一個高峰，今日猶蓬

勃持續發展，仍有數十個詩社有社課吟詠的活動。陳文華教授云： 

 

臺灣有詩社，最早應是永曆十五年鄭成功攻克臺灣時由徐孚遠所成立的

「海外幾社」。但這是從大陸雲間「幾社」衍生在海外的詩社，真正誕生

於本土的應該是清領時期沈光文創立的「東吟社」。到日治時期，詩社曾

多達一兩百個，至今還在活動的，有竹社、瀛社、天籟吟社、西瀛吟社、

鳳崗詩社等等。光復以後成立的詩社仍有數十個之多。11 

                                                 
9蔣勳：〈文人畫的南渡〉，見於林吉峰主編：《江兆申的藝術》（臺北：臺北市立美術館發行，1992），

頁 52-53。 
10筆者認為 1949 年大陸遷播來臺第一代詩人，乃是以年滿四十歲以上者為主。 
11陳文華口述，林佳蓉採訪/整理撰稿：〈當代古典詩人的拓印之二－－專訪陳文華教授〉，《臺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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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詩社的具體數字，各家學者因其調查的年代不同與對詩社界定定義的不同，

而呈現數據不一的情況。據廖漢臣查詢，日治時期 1936 年臺灣詩社有 184 個以

上。12戰後情形，依據陳香 1983 年的統計，臺灣持續運作社課吟詠活動的詩社，

尚有 73 個詩社之多。13而陳文華 1998 年的考察，臺灣詩社有 56 個。14吳東晟在

2009 年的估計，則有 54 個詩社。15這在科技掛帥，城市、國家以經濟發展為導向

的現當代，不能不說是臺灣風雅文化一個特殊而動人的現象，臺灣社會歷經明鄭、

滿清、日治時期，到國民政府來臺，時至今日，一直保有對古典文學的嚮往與創

作熱情。 

停雲詩社的成立與活動，是臺灣這一風雅文化視域下的一環。 

1979 年，汪中與羅尚（1923-2007）、張夢機（1941-2010）倡議設立的「停

雲詩社」，一時響應者眾，詩友推舉汪中擔任社長，羅尚為副社長，陳新雄為監

察人，文幸福為總幹事。由於汪中深受詩友的敬重與喜愛，因此擔任社長長達二

十餘年。汪中，是這一社群的領袖人物，因他而共伴產生的群體效應實為深遠，

汪中高足陳文華云：「老師門下，大有高蹈之徒，而乏奔競之輩，實緣於其身教

之故。」16他的影響不只在文藝創作的帶動，而還有人品的完成。 

臺灣古典詩社自明鄭開始已有優良的傳統，但是成立於學院，又以單一一

所大學教授為主要組成份子的詩社則不多見，停雲詩社正是這樣一個詩社，詩友

的「同質性」相當高，詩社成員除了張以仁（1930-2009）為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
17羅尚為考試院、總統府參議之外，其餘都是就讀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國文研

究所，而後留校任教或在他校任教的教授群。彼等是第一代國學碩儒培植下的第

二代菁英。因汪中的號召，停雲詩社快速組合出一批新的學院詩人群體，因詩友

多數任職於臺師大，而臺師大是栽培中學師資的搖籃，彼等在教育界、學界擁有

高度的話語權；加上他們喜好吟哦詩詞，因此受其影響的學子不盡其數，形成臺

北城南（臺師大位於城南）學院裡重要的人文活動;而其門生又推動臺灣多所中

學的古典詩詞創作與吟唱活動，為地方文化建構出風雅的人文景觀。 

停雲詩社活動自 1979 始，直至 2005 年汪中臥疾在家以後，詩社活動已逐

漸消歇。2010 年汪中過世，同年張夢機亦隨之謝世，至此，停雲詩社社員雖未

正式解散，但詩社活動基本上已經停止。從 1979 至 2005 年，長達二十餘年期間，

臺北乃至於臺灣古典詩詞界的風氣，因汪中的號召與影響，在學院內外建構出一

                                                                                                                                            
文史研究學會計畫案報告》之二，訪問時間：2017 年 8 月 18 日。 
12廖漢臣云：「民國二十五、六年之間，全省詩社，實達一百八十四社以上。」廖漢臣纂修：《臺

灣省通志稿．學藝志．文學篇》（臺北：捷幼出版社，1999 年），第 22 冊，卷 6，頁 29。 
13陳香：《臺灣的根及枝葉》（臺北：國家出版社，1983 年），頁 226。 
14陳文華：〈古典詩的創作及活動〉，《1998 臺灣文學年鑑》（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9

年 6 月），頁 68。 
15吳東晟：〈臺灣古典文學創作概述〉，《2009 臺灣文學年鑑》（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0 年

12 月），頁 50-51。 
16陳文華：〈妙趣間明理，高懷成好音－－雨盦師的詩〉，頁 23-24。 
17張以仁加入停雲詩社，是陳新雄教授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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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新象，對臺灣古典文學圈的影響至為巨大。 

 

（三）東亞文教圈師範人物的典型代表 

1955 年起，汪中在臺師大國文系執教，開設課程有詩經、專家詩、樂府詩、

詩選、詞選等；亦時赴校外演講，深受校內外學生及社會人士的愛戴。又曾三度

到韓國講學，到香港中文大學授課，聲名遠播海內外，是東亞文教圈師範人物的

典型代表。 

1992 年應中國大陸知名書法家啟功（1912-2005）之邀，赴北京師範大學客

座講學，這是國共戰爭，兩岸隔閡四十年後首次開啟的文教交流。由於汪中為當

時赴中國大陸講學的第一人，因此他的成行格外引起社會大眾的矚目，當年 4

月 18 日《聯合晚報》以題為：〈汪中將赴北師大客座講學－－春風化雨大陸行，

自許才高老更剛〉特做一份報導： 

 

集教詩、寫詩、寫書文才於一身的國立師範大學國文系退休教授汪中，今

年 8月將跨海作育英才，首度應聘至北京師範大學客座講學兩個月，開啟

兩岸文教交流新模式。……對於兩岸隔閡 40 年後，首度應聘赴大陸著名

大學講學，隨性的汪中並沒有太多的期望與預存立場。18 

 

同日《世界日報》亦有同樣消息的報導。
19
在北京師大講學兩個月的時間雖短，

但是在海峽兩岸相隔四十年後甫開放的時刻，汪中以他豐厚的學養、崇高的聲望，

以及一貫瀟灑從容之姿應講，卻別具意義，沖淡、減少許多當時社會人士的疑慮，

為兩岸的文教交流開啟良好的一頁。 

 

三、汪中詞作的輯佚 

 

臺灣現當代詞人少於詩人，詞作少於詩作，詞集絕少與詩集。因此，當筆

者發現汪中有詞作存世之時，如獲至寶。但在蒐集編纂《雨盦詞》的過程中，有

些詞作是耗費一番工夫才得以纂輯，因為： 

 

1、汪中詞作，除《海天樂章》的詞作是汪中生前自編為一小集之外，餘者散置

在學報期刊、已出版的書籍－－如《雨盦書札》、與詩友門生手中。這些詞作

汪中並未做統整的編輯，加以出版。作者也不加以保留，因此分散各處，筆

者必須以訪談方式，從其友人門生口中一一調查，獲得訊息，再根據訊息向

保有這些詩詞的人士手中複印資料，逐一蒐集，截至目前為止，得詞 48 闋，

                                                 
18李玉玲報導：〈汪中將赴北師大客座講學－－春風化雨大陸行，自許才高老更剛〉，《聯合晚報》

「話題新聞」專欄，1992 年 4 月 18 日第 3 版。 
19同屬於《聯合報》系的《世界日報》，在「台灣新聞（二）」版亦有題為〈汪中將赴北師大客座

講學〉的相同報導，1992 年 4 月 18 日 A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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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數雖不多，但在古典詩壇詩作年產量達一萬首以上，20而詞作絕少的臺灣；

以及汪中是戰後臺灣的重要詩人之因素，故其詞的蒐得格外覺得珍貴。 

2、汪中詞作除了刊登在期刊、學報是鉛字印刷體之外，一律用書法書寫，或楷

書、或行書、或草書，而以行書加入草字佔文件總數約百分之八十以上。因

筆者不諳草書，因此一闋詞時有多字無法辨識，必須請教識得草書的師友協

助辨認。 

3、因為汪中是書法家，勤於練字練體，筆者蒐羅來的文件資料，有的是汪中的

字，卻是他人創作的詞作，而文件上並未註明為何人所作，故必須仔細核對

校讎。 

4、許多文件的字跡已經漶漫，紙張破損，或缺頁不完整，或詞作未註明詞牌，

無法立即依照《康熙詞譜》標點斷句，必須先圈出韻腳，寫出平仄譜，再琢

磨詞句的文意結構，數算字數，以判別使用的詞牌。因此，有時為確認一闋

詞的詞牌名便要花去許多功夫。 

 

汪中的詞作雖不多，卻意味著一個詞學傳統在臺灣的芬芳延續。本文仿其詩集之

名，將《海天樂章》與蒐集而來的詞作董理之後，統名之為《雨盦詞》，以下均

以《雨盦詞》稱之。 

 

四、《雨盦詞》內涵析論 

 

《雨盦詞》雖然只有 48 闋，但寫作的主題種類頗多，包括參與國際研討會

之作、記述臺灣地景之詞、懷鄉、懷人、詠懷、詠物、壽詞、戲詞、情詞、宴集

之詠等 10 類。其中以懷鄉、詠懷之作為最多，各有 11 首;另有 2 首詞作雖寫臺

灣地景，卻在其中融入故鄉之思。其次是情詞 6 首，書寫臺灣地景 5 首。茲將

48 闋詞作分類製表如下： 

 

汪中詞作分類 

編號 分類 詞牌/詞序 首句 詞數 

1 懷鄉 憶秦娥．得家姊信慈親衰老奈何 

少年游．春雨感賦 

點絳脣．其一 

點絳脣．其二 

山花子 

瑞鶴仙 

百字令．用飲水詞韻 

相思引．琴調 

鵑啼歇江南 

去年臘月 

小立闌干 

疏簟囊瑩 

杜宇聲中春已殘 

西風吹雨斷 

東風如許 

垂柳絲絲夢似雲 

11 

                                                 
20引自陳文華〈不畏浮雲遮望眼－－側記幾位臺灣古典詩人〉，《文訊》，第 188 期（2001 年 6 月），

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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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玉案 

賣花聲 

賣花聲 

蘭舟淥水津橋渡 

向夕朔風鳴 

回首莽中原 

2 詠懷 臨江仙 

點絳脣 

念奴嬌 

減字木蘭花 

浣溪紗 

八六子 

鷓鴣天 

臨江仙．客中漫興 

浣溪紗 

月華清．漢城中秋 

蝶戀花 

灼灼桃花燃勝火 

雲岫低鬟 

朝來風雨 

東城人去 

好賦娉婷豆蒄詞 

掩蕭齋 

長楊裊裊復梳梳 

一卷夜闌吟復誦 

南園春半雨初晴 

海外佳期 

日暮河梁情沒著 

11 

3 情詞 解連環 用清真韻 

意難忘．用清真韻 

望秦川 

鵲踏枝 

小重山 

卜算子 

雁書難託 

簾幕昏黃 

曾識東風面 

淡淡衫兒衫子薄 

等閒離別莫深愁 

子美句初成 

6 

4 臺 灣 地

景 

浣溪紗．己丑正月與安寧携昭女

遊礁溪 

（蓉案：己丑年，為 1949 年，正月

汪中尚未來臺，疑作者誤記。） 

踏莎行．石壁湖、園通寺紀遊二

闋 

（蓉案：一闋散佚） 

望海潮．日月潭 

望海潮．癸卯三月廿九日，夜間

部國文系一甲學生郊遊，約余偕

往。野柳濱海，水與天際，浪花拍

岸，如雪如乳，岩石矗立，蒼翠迎

人，城居既久，得此足以盪滌胸襟，

歸賦此解。 

相見歡．湯迺文兄約飲於皇帝餐

廳，濱海夜景尤佳。 

海上頻年已似漚 

 

 

短袖輕裾 

 

瀛洲風月 

岸柳翠條 

 

 

 

 

倚闌同聽濤聲 

5 

5 懷人 訴衷情 

減字木蘭花．懷勞大夫 

冰輪恍不似人間 

堅城一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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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字木蘭花．懷鄭因百先生，曾

作論書絕句一百首，今歲正八十矣。 

（蓉案：此闋出自《雨盦書札》，頁

216。手稿本詩序末句則有「兼懷臺

靜公。」一句。） 

點絳脣．與許世旭教授再晤于柏

克萊。 

詞源流黛 

 

 

 

 

邂逅西灣 

6 宴集 減字木蘭花．其一．文華、庭輝

過我，共讀秋明詞，因憶昔年朋簪

觴詠之歡，遂用秋明均作此，兼寄

雄祥、明俐、謙弟。 

減字木蘭花．其二 

減字木蘭花．其三 

減字木蘭花．其四 

一春易過 

 

 

 

瀘州芳醴 

黃梅時雨 

獅山曲徑 

4 

7 會議 木蘭花慢．辛巳四月武夷山首屆

柳永學術研討會。 

柳梢青．庚午秋赴南京唐代文學

會議，晤江蘇古籍出版社陸副編

輯，承惠《夢桐詞》，感依其韻。 

正清和勝景 

 

煙水臺城 

2 

8 戲詞 御街行．讀小山詞戲擬 

漁家傲．戲為艷詞調伯元教授 

風前細舞遊絲絮 

心字羅衣荷葉袖 

2 

9 詠物 春從天上來．香澥江陵霰高夢痕

兩詞長以此調惠寄，雅音託遠，俱

不勝世亂揚塵之感。時屆春杪，寓

院海棠一株怒放，幾番風雨而繁榮

猶盛，真嫩蕊商量細細開，惜杜老

不作海棠詩也。勉賦此解，都不協

律，聊寄二君以為報瓊。 

采桑子鎮海觀櫻 

風物匆匆 

 

 

 

 

 

 

銀紅霰色都如錦 

2 

10 壽詞 踏莎行．壽朱騮公 年去年來 1 

 

汪詞的內涵，本文從（一）「桐城/臺北兩個空間的連綿」；（二）「為做學者之詞

的詞人身分」；（三）「風懷旖旎的情詞」三者析論之。 

 

（一）桐城/臺北兩個空間的連綿 

汪中於 1949 年自中國大陸來臺，因此《雨盦詞》裡有多篇作品書寫故鄉桐

城與臺灣兩地。關於故鄉桐城，就筆者蒐羅而得的詞作中，就有 11 首之多，佔

其詞作的 23%。書寫臺灣地景之作有 5 首，其中臺北「地景」兩首，而以臺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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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為題材，為記述的內容則更多，含在詠懷、詠人、宴集的作品之中。 

 

1、懷鄉詞中的詠嘆 

1949 年汪中遵父之命，隨叔祖父離開父母之邦，選擇遷流臺灣，定居臺北。

這個選擇是迫於時代政治因素的「出走」，而非個人意願的決定。因此，久隔的

故鄉，隨著無法返鄉時間的拉長，層疊出綿綿不盡的思念。如： 

 

〈瑞鶴仙〉 

西風吹雨斷。正寒花飄墄，露珠凝泫。淒涼暗孤館。記湖山杜宇，哀哀啼

徧。春衣都換卻，江北江南展轉。恨流光、難繫尊前，望盡故園心眼。   繾

綣。鳶飛俊侶，錦繡華年，頓成幽怨。秋容耐看荒圃下，菊英斕。更殘鐙，

尋夢題紅零落，夢到天涯忒遠。剩畫梁藻井，塵封竹聲別院。 

詞後自註：右調〈瑞鶴仙〉，秋夜讀天華殷校寒花墜露，□愴於懷，為賦此闋。 

 

〈百字令．用飲水詞韻〉 

東風如許，又悄悄，吹向離花別葉。細雨芳魂誰省得，恰過禁烟時節。一

枕小窗，五更殘夢，夢醒聲猶咽。楚江暝漠，雲山千重相接。   太息畫

棟梁空，參差燕影，曾舞纖纖月。賸卻縻蕪香徑冷，依舊蔦蘿攀結。瘦損

腰肢，淒迷心眼，鄉思青春切。燈前賦筆，縷縷待將誰說。 

 

「恨流光、難繫尊前，望盡故園心眼。」「鄉思青春切。燈前賦筆，縷縷待將誰

說。」均道盡汪中對故鄉桐城的綿邈情思，及其深切的想念。 

 

2、寓居臺北的生活 

汪中自 1949 年起寓居臺北，直至 1990 年從臺師大退休，轉任東海大學之

後，生活重心方移至臺中。但 1995 年從東海大學退休後，仍回臺北居住。《雨盦

詞》有多首作品描寫寓居臺北的生活紀錄，如〈減字木蘭花〉其一、其三兩闋： 

 

減字木蘭花．文華、庭輝過我，共讀秋明詞，因憶昔年朋簪觴詠之歡，遂用秋明均作

此，兼寄雄祥、明俐、謙弟。 

其一 

一春易過。久客情懷無一可。白酒少休。擊節高歌暫解憂。   中年鬢白。

惆悵綠楊樓底月。莫讓兒曹。假日登臨聊一遭。 

 

其三 

黃梅時雨。淅瀝終朝難得止。檻外紛紅。欲障長幡好護風。  當歌對酒，

諸子清狂盃在手。墨瀋茶香。珍重晴窻興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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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詞是記述學生陳文華、葉庭輝到汪府拜訪的歡會之作，師生三人共讀《秋明詞》，

又白酒在手，擊節高歌，情極酣暢。這兩闋詞除見證汪中可親的一面之外，重要

的是：華夏文教、文化的薪傳與發展，就在汪府點滴進行。汪府，構成一個小而

重要的文教薪傳中心。 

 

（二）為做學者之詞的詞人身分 

汪中自1955年執教於臺灣師範大學開始，直至 1995年從東海大學退休為止，

教授生涯長達 40 年。因此，若從「臺灣詞史」發展角度來看他的「詞人身分」，

實富有濃厚的學者氣息，從他的詞作可見臺灣詞史發展的「新變」軌跡：即詞人

的學者化，詞學的學術化，詞作的學院化。學院制度，學者身分，學術生涯，使

汪中詞作內容有異於傳統文人之詞的發展道路，而有新的內涵：〈木蘭花慢．辛

巳四月武夷山首屆柳永學術研討會。〉〈柳梢青．庚午秋赴南京唐代文學會議，晤江蘇古籍出

版社陸副編輯，承惠《夢桐詞》，感依其韻。〉二詞是兩場學術會議的紀錄;而〈減字木

蘭花．懷鄭因百先生，曾作論書絕句一百首，今歲正八十矣。〉〈點絳脣．與許世旭教授再晤

于柏克萊。〉二詞，前者是汪中緬懷鄭騫教授並論及其文壇地位；後者是懷思與

許世旭教授講學韓國，其後在美國柏克萊大學邂逅的歡會之作。學者在國際各大

學之間移動講學的現象，非晚清以前的詞家所有，此為二十世紀以後時代湧現的

新題材。 

此外必須說明的是，汪中的學者之詞，不是在詞裡「閃現著許多詞史觀念、

詞學思想以及批評理論等」，21以學問為詞的學者之詞，而是當代學者學術生涯與

作育英才之題材的書寫。茲錄二首如下： 

 

木蘭花慢．辛巳四月武夷山首屆柳永學術研討會 

正清和勝景，武夷好，美岩多。共俊侶良朋，單衫杏子，九曲清波。消磨。

屯田萬古，雨零霖，下峽瀉長河。最是桂花丹蕊，並頭十里紅荷。   蹉

跎。世路轗軻。賦詞筆、寫長歌。祇聽了鳴榔，秦樓簫咽，酒盡顏酡。摩

挲。京華冠蓋，又幾番荊棘泣銅駝。只有煙花換劫，仙鄉依舊如珂。 

 

減字木蘭花．懷鄭因百先生，曾作論書絕句一百首，今歲正八十矣。兼懷臺靜公。 

詞源流黛。下水春江公許載。書詠百篇。犖犖精光照眼前。   余生也晚。

搦翰馳騖嗟不返。捧手稱觴。彊健還同歇腳庵。 

 

二詞的寫作題材即緣於汪中的學者身分、學術生涯所引發。 

 

（三）風懷旖旎的情詞 

詞原是用以應歌的燕樂歌詞，故詞之句法語彙以偏於輕靈婉妙，風格委婉，

內容言情為其主要特徵。因此，詞宜乎以清麗之句，寫幽思之情。《雨盦詞》裡

                                                 
21曹辛華：〈論民國詞的新變及其文化意義〉，《江海學刊》，2008 年 4 月，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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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見寫得清倩婉約，流麗動人的情詞，如： 

 

鵲踏枝 
淡淡衫兒衫子薄。倩影如花，對此銷魂卻。長日簾櫳垂地落。漫天風絮難

禁約。   獨自闌干縈寂寞。何處追歡，傾盡金罍酌。綠綺鳳凰歌又作。

當時只說長相樂。 

詞後自注：此高麗精褚，極能受墨，崔生年均所貽，遂書近作和《陽春辭》。 

 

意難忘．用清真韻 

簾幕昏黃。正衣冠滿座，快語傳觴。酒闌人影亂，環珮步飄香。銀漢轉，

玉爐涼。校韻劇淋浪。愁不寐，夢雲恍惚，眉宇端相。   春風蛺蝶雙雙。

竟天涯咫尺，惆悵蕭郎。琴聲調白羽，柳色惱紅妝。能幾日、絕肝腸。怨

恨亦無妨。有難得、歡愉一晌，花樣流光。 

 

「有難得，歡愉一晌，花樣流光。」這是何等旖旎的風懷。從這些言情之詞，可

以窺見汪中在莊嚴的學者身分，知名的書家身分之外，也有蘊藉含情的一面。 

 

五、結語 

 

汪中是臺灣戰後菁英文化的典型代表，他與學院教授知識社群共同塑造臺

灣詩壇一股風雅的意識形態。 

由於汪中具有學者而兼詩人/詞人的身分，活躍於杏壇、文壇與書法界，他

結合當時臺師大，以及其他大學的詩友共同投入古典詩詞的教育與創作活動，彼

等皆是學院的菁英。此外，又與海外各大學教授互動頻繁，如中國大陸的啟功、

韓國的金宰用，香港的黃坤堯等人，時時於交游酬唱中，或直接，或間接推動古

典詩詞的發展。他的《雨盦詞》雖然只有 48 首，卻能具體而微地看到學院詞人

的詞作筆力與詞作展現的現當代面貌。 

此外，這些珍貴的文獻可以提供給地方志、地方文學、臺灣詞學史的重要

補充；也可做為大學國文系或中文系詞選課的教材，令學子認識現當代的優秀詞

人及其作品，進而讓學子於學習過程中獲得潛移默化的影響。 

 

肆、建議  

筆者參與「2018 詞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收穫豐碩。兩天會議的過程中，

聆聽多篇論文的發表，與多位專家學者做學術交流，並攜回 6 冊研討會論文集，

9 本大陸學者贈予的詞學與宋代文學學術著作。因此，本人非常感謝國科會提供

此次出席國際會議的補助經費，在此由衷感謝 審查委員通過本案的申請，期望

日後能繼續惠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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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本次會議筆者攜回《2018 詞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壹、貳、參、肆、

伍、續編等六本論文集，共含臺灣、香港、澳門、中國、日本、馬來西亞、土

庫曼斯坦、烏克蘭、澳大利亞等地的博士生、講師、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

研究員、出版社編輯、學報期刊編審、文學創作一級作家等 199 人參與，共發

表 165 篇詞學相關領域論文，內容涵蓋：｢1.詞學本體論；2.詞史研究；3.詞的接

受史；4.詞本事的是與非；5.詞的自傳與他傳；6.詞學文獻；7.詞學理論與批評。

｣22彭玉平教授將此 165 篇論文總結為這七個領域。 

另外攜回《2018 中國詞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手冊》一本，內含會議說明、

會議日程總表、具體議程、分組討論名單、江南大學校園平面圖等。 

 

 
江南大學校園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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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玉平：〈讓詞學回到江南——中國詞學會第八屆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學術總結〉，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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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發表論文 

 

 

 程郁綴教授講評筆者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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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左至右：程郁綴教授、薛瑞生教授、筆者 

 

2018中國詞學研討會與會學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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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中國詞學研討會會議手冊 

 

2018中國詞學研討會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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