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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葉榮鐘詩集《少奇吟草》評介 
                            廖振富  

 

本文發表於《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第 42卷，2001年 7月。     

 

書名：少奇吟草（《葉榮鐘全集》之五） 

作者：葉榮鐘 

出版者：台中，晨星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0年 12 月 30 日 

頁數：270 頁 

      壹：前言 

    葉榮鐘（一九００~一九七八）的詩集《少奇吟草》，被收入全新編輯的「葉

榮鐘全集」中，於新舊世紀交替之際的二０００年十二月底重新出版，是關心台

灣文學的讀者、研究者企盼已久的盛事。《少奇吟草》原書，雖早在葉氏逝世後

的次年（一九七九）印行，但當時只是其家人印製少量贈送親友，以紀念其八十

冥誕之用，既未見流通，獲睹匪易。如今原書經重新編印，並新增原未收入的＜

哀哀美麗島＞、＜無題＞二詩，對欣賞、研究葉榮鐘詩作而言，便利不少，相信

將因此引起更多研究者的關注。 

    關於活躍於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學家之古典詩作品，林瑞明教授先後編成《賴

和漢詩初編》、《賴和全集漢詩卷》，施懿琳教授先後參與編校《陳虛谷作品集》、

《楊守愚作品選集》、《周定山作品選集》、許俊雅教授則編有《楊守愚詩集》等，

連同原先即有漢詩作品集的吳濁流，由於相關文本的日趨豐富，將大有助於研究

之開展。就研究成果而言，林瑞明對賴和，施懿琳對賴和、陳虛谷、楊守愚、周

定山等人、黃美娥對吳濁流之研究成果較為豐碩，而吳濁流、賴和二人則分別有

潘進福、陳淑娟兩篇碩士論文（註一）的專門探討。至於葉榮鐘的古典詩，目前

只見洪銘水教授的專文分析。（註二） 

    在台灣文學日受重視的當今，關於台灣古典詩的研究，關注者仍較有限，尤

其新生代研究者參與投入的意願也較低，箇中因素可能包括：文獻蒐集的困難、

文本解讀的障礙較大、作品的現時感、與當代社會的對應關係較弱等。但是，如

果要建立台灣文學史的研究縱深，觀今而不知古，甚至以為台灣文學史只有八十

年的誤解，顯然是有其鉅大盲點存在。以日治時期以迄當代台灣文學的研究為例， 

要構築台灣文學生態與發展的全貌，台灣古典詩的研究絕對是不可忽視的一環。 

而在台灣古典詩的研究領域中，活躍於日治時期的新文學家之古典詩創作，相對

而言，不但在文獻蒐集、文本解讀上困難較少，且其現時感、及與當代社會的對

應關係，較諸其新文學創作也不遑多讓。從這個角度而言，《少奇吟草》的出版

自有其重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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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少奇吟草》的研究價值 

    葉氏《少奇吟草》一書的研究價值，拙見以為可從以下三點來談： 

 

其一，《少奇吟草》是了解葉氏文學全貌及心靈世界的重要憑藉。誠如葉氏長女

葉芸芸所說：「父親早年參與抗日政治運動，是知識分子的使命感所使然….我卻
總是相信，父親情所獨鍾的是文學」（新版《少奇吟草》「編後記」）。葉榮鐘除了

是參與日治時期政治文化運動的「文化人」角色之外，更是一位不折不扣的「文

學人」。早在一九三０年代，他即投入台灣新文學雜誌《南音》的創辦，並常在

該刊發表文章。而他的著作，除了為人所熟知的《台灣民族運動史》（全集版恢

復葉氏手稿原貌，改名《日治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台灣人物群像》外，

更包含《半路出家集》、《小屋大車集》、《美國見聞錄》、《三友集》（與洪炎秋、

蘇薌雨合著）等散文創作。不過，伴隨葉氏一生，真正能忠實反映其心靈世界的，

則當非《少奇吟草》莫屬。《少奇吟草》所收詩作，最早的一首＜望月＞是一九

一八年十八歲作品，最晚的一首，載明時間者，則是贈吳三連金婚之作，寫於一

九七八年，時年七十八歲，故其作品涵蓋年代長達六十年之久。 

    更值得注意的是：由於葉氏的古典詩創作泰半是自抒己志、或與摯友觀摩切

磋之用，並未公開發表，反而更能無所忌諱的直抒胸臆。此一特色，不論是日治

時期、或戰後階段皆然。葉芸芸曾提及戰後戒嚴時代，葉氏因不滿言論之橫遭箝

制，有相當長的時間中止寫作，但此時唯一的例外，且真正能反映其內心的便是

詩歌作品。（見全集《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編後記），《少奇吟草》的重

要性由此可見一斑。 

    以筆者初步閱讀淺見，《少奇吟草》一書，在葉氏自云的「不有真情不作詩」、

「不吐真情感不深」詩觀主導下，確實洋溢著葉氏無限澎湃的深情與真情，不論

是反映時代、見證時代動亂的「大我之情」，或描寫對家人、師友乃至戀人的「小

我之愛」，《少奇吟草》都有相當精采的呈現。欲了解葉氏的生命歷程與心靈世界，

乃至其文學全貌，《少奇吟草》是絕不可忽視的重要憑藉。 

 

其二，《少奇吟草》有助於辨析日治迄戰後台灣文學精神的傳承與思想意識的轉

變。由於百餘年來台灣的特殊命運，從日治到戰後，台灣文學的精神有一主脈，

及反抗與批判的精神。葉氏在日治時期，一方面積極參加民族運動，一方面對新

舊文學運動的倡導，也貢獻不少心力，而民族運動與文學運動兩者則是息息相關

的。他在一九三一年與賴和等人創辦《南音》雜誌，曾為文大力抨擊台灣傳統詩

社之墮落與無病呻吟，主張要寫「有內容的詩」。同時間《南音》雜誌特別推崇

林幼春的舊詩是「有風骨、能激動情感的好詩」，一九四０年代，葉榮鐘更在林

獻堂號召下，加入以反抗精神著稱的傳統詩社「櫟社」。如果以民族意識與批判

精神來觀察，葉榮鐘詩事實上正是繼承了櫟社所代表的反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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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從葉氏詩作吾人也可以看出：原本在日治時期極為強烈的民族意

識，在戰後階段由於對「祖國」美好期待的幻滅，逐漸萌生鮮明的「台灣主體」

意識。如作於日本戰敗投降之時期作品，對祖國的孺慕情深是：「雲海茫茫路幾

千，首都今日拜先賢，瓣香默禱邦基固，不訴辛酸五十年。」（＜南京謁中山陵

＞），在＜乙酉八月十五日＞詩中（乙酉年即一九四五年），稱日本投降後的台灣

為「光復」，而寫於一九七二年的一首作品卻以＜十月二十五日＞為題，不稱「光

復節」，其內容云：「迎狼送虎一番新，浪說同胞骨肉親。軟騙強施雖有異，後先

媲美是愚民。」將國民政府與日本殖民政權，同以虎狼視之，對台灣都是施以愚

民政策。姑不論此言是否過於激切，其背後所反映對「祖國」的強烈幻滅情緒，

從而滋生台灣主體意識，卻是斑斑可考的。試看原版未收入的長詩＜哀哀美麗島

＞：「哀哀美麗島，吾人之故鄉…清廷棄弗惜，日人獲寶藏…同胞受宰割，終日
心惶惶。環顧無援手，身世劇淒涼。八年沐血戰，故土幸重光….何意不旋踵，

禹域沒洪浪。未曾得喘息，飽受池魚殃…對此長嘆息，憂思結中腸。」本詩寫於
一九六一年，而葉氏一九七四年赴美旅遊時，曾有＜感事＞四首之作，其二云：

「送虎迎狼四百年，斯民命運實堪憐」，台灣文學從「孤兒意識」到「台灣主體

意識」的確立，不只吳濁流作品，也可從葉氏詩作中看出轉變的軌跡。 

 

   其三，《少奇吟草》可做為台灣文學「全新研究面向」的文本。 

   如前所言，活躍於日治時期的新文學家，同時也兼擅舊詩創作者不少。如果

能跳開新舊文學對立的狹隘觀點，將這 些作家的新舊文學加以全面研究，很可

能有不少全新的發現。以賴和研究為例，林瑞明、彭瑞金早已主張賴和漢詩是「賴

和文學」不可分割的一部份，施懿琳先前曾撰寫＜楊守愚新舊體詩之比較＞一

文，她最近更曾以就賴和的作品為觀察對象，比較新舊文學不同的女性關懷，提

出頗為新穎的發現。（註三）依此脈絡以觀，《少奇吟草》可提供台灣文學的全新

研究面向，筆者試舉數例如下： 

1. 可比較葉氏與上一代櫟社詩人在思想意識、與創作特色上的異同。 

2. 可比較葉氏與賴和、陳虛谷、楊守愚、周定山、吳濁流等同輩作家的古典詩

主題內容與創作技巧。 

3. 可比較葉榮鐘與其他兼及古典詩創作的新文學家在新、舊文學作品中的不同

主題趨向，並探討其原因。 

就第一點而言，試舉一例說明：筆者因參與主講成大台灣文學研究所主辦 
之「台灣文學鼎談」之二：「台灣古典文學中的女性」之機緣，最近特別觀察到：

葉氏與櫟社前世代詩人比較，與女性的互動相處，顯然較能跳脫傳統大男人立

場，不再將女性視為次等、從屬的「第二性」，而予以相當的尊重、和疼惜。譬

如葉氏的愛情詩，誠如施懿琳所言：「他都滿懷熱情地採取一種仰望的姿態，真

心地贊頌彼此間的愛情」，如＜徬徨＞二首：「徬徨猶自詣君家，正是更深月已斜，

未敢叩門因久立，癡看倩影印窗紗」、「玉質天成出世家，淡裝楚楚也豪華。寒鴉

自愧窮酸相，未敢輕棲富貴花」詩中所詠對象，極可能是他的初戀情人-----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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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富家千金，這位女子，日後因對方家庭執意將她許配他人，而使葉氏為她寫下

碎心之作＜斷腸詞＞長詩一首，甚至葉氏晚年仍對伊人戀戀不忘，曾有動人心弦

的＜歸鄉觀賽神感舊＞四首七絕。葉氏這種將愛情對象視為一「永恆的戀人」，

予以歌頌、心魂與之的心態，以及對愛情之推崇，在櫟社前一世代的林癡仙、林

幼春、林獻堂、傅錫祺等人作品中，是絕不可能出現的。另一方面，他對妻子的

疼惜、情深意重，乃至能將心比心，體會傳統妻子的心情，即使是當代所謂的「新

好男人」也未必能及，如下列這首＜內子因事赴北留守有感＞即是一例：「留守

也如作客愁，思人無奈夜悠悠。從茲領略空閨味，不作尋常汗漫遊。」因妻子赴

外地，思念情深，而體會妻子以往獨守空閨之苦悶，從而自言：今後不再隨意遠

遊。這種「男女易位」、將心比心的體悟，是慣寫傳統羈旅詩的男性作者，從來

沒有過的心情，這可說是古典詩「兩性意識」的一大進步。葉氏贈兒孫之作，收

入詩集中，可看到他寫給女兒、外孫女的多首作品，充滿疼惜之愛，似乎也間接

反映出他並沒有傳統男人「重男輕女」的觀念，而這也與他的師長輩的傅錫祺、

林幼春等人有重大差異。（註四 ） 
    就第二點而言，葉氏與同世代的賴和、陳虛谷、楊守愚、周定山、吳濁流等

人古典詩的比較。在日治時期，葉氏與上述諸人同樣在古典詩中表現強烈的批判

精神。但除了逝世於戰前的賴和之外，其他如陳虛谷、楊守愚、周定山、吳濁流

等人戰後時期的批判精神似乎都不及葉氏，箇中原因並不單純，值得深究。當然

針對以上各家古典詩加以全面探討，再從不同角度探究其作品思想內涵、寫作特

色之差異，也是值得努力的方向。 
    就第三點而言，相關研究牽涉到：新舊文學不同創作形式，表現方法的差異，

及對作品內涵的影響；從日治到戰後，時代變遷的衝擊，作家個人遭遇，及思想

意識的轉變等複雜問題。如能加以釐清，將更有助於理解從日治到戰後近百年來

台灣文學的演變軌跡。 
 

參：餘話 
    新版《少奇吟草》編印相當精美，書前所附洪銘水教授的導讀專文＜少奇吟

草跨越世代的見證＞一文，論述十分精闢，大有助於讀者欣賞葉氏詩作之參考。

作品之前，自頁七三至頁八六所附照片及詩作原稿影本，彌足珍貴。從照片可一

睹葉氏及相關人物之風采，詩作原稿則可看出葉氏作詩推敲的過程，價值頗高。

惟美中不足之處，全書校對似乎欠精審，錯別字相當多，其中大部分是因字形相

近而打字錯誤，未加校正所致。筆者撰畢本文初稿後，承吳福助教授美意，惠贈

一九七九年原版《少奇吟草》之影印本一冊。經筆者核對原版與新版，輔以筆者

對詩旨的判讀，發現這些錯別字，有的是原版誤排，但新版仍沿襲其誤，未加改

正，有的則是新版本身的誤排。這些錯別字不但對作品的解讀產生不少阻礙，更

嚴重的，甚至將扭曲原有的詩旨，實不容忽視。故筆者將個人發現之錯別字，或

有疑義者，製成勘誤表，附於文末以供參考。其中有兩處疑義，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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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 ，頁一八五，＜弔王添燈兄＞第六句：「事機坐失責難逃」，「責」筆者

懷疑為「則」之誤。理由是：第五句「鼎鑊自甘誠不愧」之「誠」字，為副詞，

與「則」字為虛字相對。「誠不愧」對「則難逃」是上下句意義相連貫的「流水

對」，內容先對王氏不怕死的精神加以肯定讚賞，接著語氣一轉，對王氏因坐失

事機而終究難逃一死，表達深刻的惋惜，詩旨迂迴吞吐，其中隱藏強烈的感慨，

耐人尋味。再者，「責難逃」是責任難逃之意，如作此解，則本句變成是指責王

添燈，不符為王氏之冤死抱屈之主旨。觀本書頁五七，洪銘水教授專文所引本詩，

正作「則難逃」。可能是葉氏原稿筆誤，或原版誤排。 

其二，頁一八九，＜園蔬四品＞中的＜甘藍＞一首，第三句「素心妨污染」，

「妨」字疑為「防」之誤。細讀本詩，是以甘藍菜自喻，言「素心」純白，本質

潔淨，須小心提防，勿受世俗所污染。如作「素心妨污染」，則於理不通，因「素

心」本來就是潔白無瑕的內心，除非是自甘墮落，否則怎麼會說「妨污染」（妨

害被污染）呢？第四句「葉葉自包函」是針對「甘藍」（俗稱高麗菜）外表特徵

的描寫，第三句則是詩人「託物言志」，對此一外表特徵形成原因的解釋。 

最後另有兩點疑問，在此提出討論： 

    其一：頁一八三＜敬步灌園先生二二八事件感懷瑤韻＞，「編註」認為林獻

堂（號灌園）原韻是＜三月一日聞雷＞一首，疑誤。理由是：這兩首詩用韻不同，

所謂「步韻」之作，須用與原作相同之韻字，依相同次序寫成。換言之，林獻堂

原詩之韻字，分別在第一、二、四、六、八句的最後一字，應該也是「兄、情、

驚、明、鳴」等字才對，並不是＜三月一日聞雷＞這一首。筆者推測：獻堂原詩

可能即以＜二二八事件感懷＞為題，其內容因過於敏感，故林獻堂本人生前並未

公開發表，葉氏編《林獻堂先生紀念集》時，也未收入「軼詩」部分，此詩是否

仍可見，待查。至於「編註」所引的＜三月一日聞雷＞，內容的確也是詠二二八

事件，係林獻堂晚年自我放逐於日本時，於一九五一年所寫，距二二八事件發生

已隔四年，如果《少奇吟草》所收葉氏＜敬步灌園先生二二八事件感懷瑤韻＞之

編年無誤，則獻堂原詩應該也是寫於事件甫發生之後不久。（註五） 

    其二：頁二五七，舊版未收入的＜無題＞一詩：「犬去豚來記昔年，淋漓正

氣尚依然。耳濡目染卅三載，青出於藍名實至」。編註注明是未定稿，筆者推測

是一首未完成的七言詩，但第四句末字「至」疑誤。因為從平仄格律來看，本詩

似乎是屬於「首句押韻式」的七言絕句，若然，則其中第一、二、四句句尾（即

第七個字）必須押韻，但本詩的押韻字，第一、二句的句尾「年 、然」二字為

平聲先韻，第四句句尾「至」為去聲寘韻，若非誤排，則本詩不合押韻格律。再

從本詩內容來看，第一句：「犬」暗指日本殖民政權，「豚」則指國民政府。第二

句是自喻之詞，言從日治到戰後，本身不改淋漓正氣。第三、四句暗諷國民政府

之不民主，比起日本是「青出於藍」。「耳濡目染卅三載」，從一九四五年到寫本

詩的一九七八年，正是卅三載。這首未完成之作，寫於葉氏去世當年，可見其感

慨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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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林瑞明有＜賴和漢詩初探＞一文，收入其大作《台灣文學的歷史考察》中，

允晨文化公司出版。施懿琳研究賴和、陳虛谷、周定山、楊守愚等人古典詩

之系列論述，收入其近著《從沈光文到賴和---台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

中，春暉出版社出版。黃美娥有＜鐵血與鐵血之外：閱讀「詩人吳濁流」＞，

發表於「第一屆紀念吳濁流國際學術研討會」。潘進福《吳濁流的詩論與詩

歌》、陳淑娟《賴和漢詩的主題思想研究》，則分別為一九九九年政大中文所、

二０００年靜宜中文所的碩士論文。 

2. 洪銘水＜葉榮鐘的少奇吟草---跨越語言一代文化人的見證＞，原收入《台灣

文學與文獻》（文津出版社）。現經修訂，改題目為＜少奇吟草跨越世代的見

證＞，收入新版《少奇吟草》中，作為導讀之用。 
3. 施教授認為賴和的新文學創作對婦女命運有深刻的關懷，但其古典詩所反映

的女性關懷卻十分薄弱，且流於保守而傳統，是否是文學體裁的制約造成的

限制，值得進一步深究。此一見解，為施教授於 2001 年 3月 8日在成大台文
所主講「台灣古典文學中的女性」的發言。 

4. 傅錫祺、林幼春寫給兒子的詩，都充滿殷切的期望，卻幾乎未見寫給女兒的

作品。 
5. 《周定山作品選集》（彰化縣文化中心出版）頁四一三，收有周氏＜步灌園感
懷韻＞七律一首：「鬩牆隱痛弟逾兄，天縱無知讓苦情。死不復生評莫酷，存

真餘悸語猶驚。秉公誰解因追遠，持正人需責究明。政果有恆民格恥，豈容

瓦缶世雷鳴。」此詩與葉氏詩，用韻相同，都是步林獻堂韻之作，可見葉、

周二氏曾見林獻堂原詩。周氏原作題下註明「二二八事件」，編年亦為丁亥（一

九四七）年，據此推測：林氏原詩應作於本年。 
 
新版葉榮鐘詩集《少奇吟草》勘誤表 

頁 行 誤字 訂正 備註 
44 12 天「嚷」 天「壤」  
48 13 「次」子 「三」子  
50 4 為了 作了  
52 20  「己」酉 「乙」酉  
53 19 「賴」戶 「瀨」戶  
57 10 輪「茵」 輪「囷」  
61 1 「持」交并 「轉」交并  
61 16 「綱」羅 「網」羅  
62 10-11 的不敢收入 不敢收入的  
62 19 宰「革」 宰「割」  
63 7 「新」民 「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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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為洪銘水教授導讀專文之錯別字） 
 
頁 行 誤字 訂正 備註 
105 2 羅「悵」 羅「帳」 原版誤字，新版未改正。 
105 5 「勤」馬 「勒」馬 新版誤字。 
123 13 「峰」火 「烽」火 原版誤字，新版未改正。 
123 14 餘「映」 餘「殃」 新版誤字。 
138 12 「搨」地 「塌」地 原版誤字，新版未改正。 
139 19 「籍」品題 「藉」品題 新版誤字。 
159 16 「階」隱 「偕」隱 原版誤字，新版未改正。 
160 2、8 「徒」歸（居）「徙」歸（居）新版誤字。 
161 15 「溫」年 「過」年 新版誤字。 
161 16 「兩」季 「雨」季 新版誤字。 
164 3 延「容」 延「客」 新版誤字。 
164 6-7   應空一行，分為二首，不是

一首。 
165 6 「弊」裘 「敝」裘 原版誤字，新版未改正。 
166 9 「促」弄 「捉」弄 原版誤字，新版未改正。 
167 8 留「候」 留「侯」 原版誤字，新版未改正。 
172 15 詞「澡」 詞「藻」 原版誤字，新版未改正。 
   訂正 備註 
184 3 「攫」鱗 「攖」鱗 原版誤字，新版未改正。 
185 3 輪「菌」 輪「囷」 原版誤字，新版未改正。 
185 13 責難逃 則難逃 疑為原版誤字，詳參本文。

185 14 「浪」藉 「狼」藉 原版誤字，新版未改正。 
188 11、12   所引陳虛谷詩為同一首，不

能分開排列。 
189 13 輪「菌」 輪「囷」 原版誤字，新版未改正。 
189 13 「妨」污染 「防」污染 疑為原版誤字，詳參本文。

206 18 擁「載」 擁「戴」 原版誤字，新版未改正。 
208 18 王「陽廬」駱 王「楊盧」駱 原版誤字，新版未改正。 
208 21 「蒼」海 「滄」海 原版誤字，新版未改正。 
213 16 平「傭」 平「庸」 原版誤字，新版未改正。 
231 15 「稍」頭 「梢」頭 原版誤字，新版未改正。 
236 20 「去老」 「老去」 原版誤字，新版未改正。 
257 21 淋「璃」 淋「漓」 新版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