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日治時期以降的蘇澳漢語文言文學

1895 年（明治 28 年）6 月，日本統治臺灣後，漢語文言文學受到的最大衝擊，自然是科
舉取才制度之廢止。科舉制度廢止，舊時代培養的知識份子流落民間，成為漢書房之塾師，
也是漢文化薪傳的最主要媒介。一方面透過漢書房繼續傳遞漢文化的香火，另一方面塾師通
常也是漢詩社的創辦、發起人或骨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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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日治初期臺灣漢語文言文學環境的遞變

雖然，日本進入臺灣後，立即推行「國語」，也迅速開辦以國民養成教育為目標的公學
校教育，仍然有相當數量的漢書房在各地出現。漢詩社在進入日治之後，相較於清治時代突
然蓬勃、興盛，也是由於此原因。

品已用〈宜蘭雜詠〉，而非「噶瑪蘭雜詠」。漢語文言文學作品中，亦有以「蘭陽地區」作
為「宜蘭地區」之代稱者。日治時期，宜蘭地區的漢語文言文學，以詩社活動為主。宜蘭地
宜蘭地區的詩社崛起和發展，與全臺各地的情形相同，都是自大正年代以後蓬勃，而且有由
北向南發展之趨勢，依序出現在頭城、宜蘭、羅東，蘇澳的潮音吟社最為晚出。

第二節、日治時代宜蘭地區的漢語文言詩社概述
詩社之設立，雖有一定之地緣關係，同一地區的詩同好，攜手發起成立詩社，或同心振
興漢學，或切磋詩藝，社員往往跨越鄰近的許多地區，尤其是不可以行政區劃去觀察文學活
動與發展，不僅某地成立之詩社不以該地之詩人為限，詩社成員之詩活動亦不以詩社為限，

日治時期以降的蘇澳漢語文言文學

區的漢語文言詩社濫觴於仰山書院附設之仰山社。不過，仰山社也是進入日治時期始趨活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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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瑪蘭廳自 1875 年（光緒元年）改制為宜蘭縣，宜蘭名稱沿用迄今。李望洋光緒年間作

全臺各地詩社舉辦之聯吟、擊缽詩、徵詩、徵文活動，都是有意的擴大漢語文言詩版圖的舉動。
因此，蘇澳之有漢語文言詩人，並非自潮音吟社創設始，而是，早有蘇澳詩人參加漢語詩的
活動。
宜蘭地區最早成立的詩社仰山社，係依附仰山書院而成立。書院雖於 1812 年（嘉慶 17 年）
由楊廷理宣布成立，但房舍未及開辦即已傾圮，書院的正式開辦是 1830 年（道光 10 年）左
右的事。所以，仰山社以「道光 3 年（1823）8 月 15 日」為開設日期 86 的說法，頗值得懷疑。
不過，「仰山社在清末及日治明治年間沉寂一段時間，並無相關活動。直到大正 3 年（1914），
宜蘭市名醫林拱辰為維護中華文化，發揚民族精神，以仰山書院故址，聚集地方仕紳共組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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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麗蓮，〈蘭陽地區日治時期（1895-1945）傳統詩社探析〉，《宜蘭文獻雜誌》，81.82 期，頁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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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吟社。」87 1933 年（昭和 8 年）與光文社結盟，合併成為「宜蘭仰山吟社」，活動情形雖
有消長，但仰山吟社卻是蘭陽地區唯一連貫清治、日治到戰後的漢詩社。
從創始時期加入的貢生李翰卿、秀才林廷倫，大正年代擔任社長的名醫林拱辰，昭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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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領導社務的陳金波、張振茂、蔡老柯、賴仁壽，都曾經或長或暫，為詩社注入新的活力。
1930 年代，是漢詩社的極盛年代，1931 年（昭和 6 年）6 月 14 日，仰山吟社曾舉行創社
50 週年紀念會，有 30 餘位社員出席，之中還有 2 名女性社員。1934 年（昭和 9 年）該社提供
給《詩報》的社員名錄，有社員 32 人，加上幹部、顧問，全社達 40 餘人。應是宜蘭地區影
響最大的詩社。
根據《宜蘭縣志》〈人民志 • 禮俗篇〉載，有吟香社於 1914 年（大正 3 年）成立於宜蘭，
創辦人為日治初期為民請命撰寫〈開生路論〉的秀才張鏡光。一生致力於漢學教授的張鏡光，
光緒年間曾在仰山書院講學，日治時期曾拒絕日人的寵絡，一輩子都在「課徒傳經」，生徒
極夥，創立詩社就是凝聚生徒的自然發展。其生徒多人後來都成為仰山社或登瀛吟社的中堅
詩人。其子張黃曾，號佐臣、張天春，又名天春，號迺西，都跟隨他攻讀經書，都參加仰山

柒

吟社，張黃曾紹承父業，在省心齋書房教授漢文。

文學篇

經多家考證，成立於 1926 年（昭和元年，也是大正 15 年）的登瀛吟社，「係盧纘祥、
林才添、陳書等地方名流所組成。」88 陳麗蓮云：「登瀛吟社社址位於今日頭城鎮喚醒堂，亦
有人稱其登瀛詩社、登瀛社，或冠以地名稱頭圍吟社、頭圍登瀛吟社。……取名『登瀛』，
係採用『十八學士登瀛州』的典故。……含有『受到重視、肯定』、『文人團體』、『文化
氛圍』等涵義在內。」89
登瀛吟社歷經陳書、吳祥輝、盧纘祥、莊芳池、林才添等人擔任社長經營，於戰後走入
歷史。成立初期，社員人數也曾達到 30 餘人。盧纘祥（1903-1957）是登瀛吟社發起人之一，
由於年輕，由陳、吳二人先擔任社長，他出任理事。陳書（子經）於 1927-1932 年（昭和 2-7
年）擔任社長，1932 年 7 月 2 日去世。吳祥輝接任至同年 12 月 7 日去世，任期不滿一年。盧
氏自 1933 年（昭和 8 年）接任第三任社長，將登瀛吟社社務推向高峰。盧纘祥出生於臺北烏山，
6 歲時遷居宜蘭三星，後為父東家盧廷翰螟蛉孫，由祖母教養長大。祖母陳氏堅持不讓孫子接
受日本教育，不為日人服務，乃延聘吳祥輝等宿儒教授漢學。除了與同好發起籌設登瀛吟社
外，1945 年（民國 34 年），出任首任頭城鎮長。
1947 年（民國 36 年），當選臺北縣參議會議長，兼任頭城中學校長。1951 年 4 月，當選
首任宜蘭縣長。1954 年 6 月任滿、出任省府委員。政商兩界都人脈暢通，於登瀛吟社發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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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麗蓮，〈蘭陽地區日治時期（1895-1945）傳統詩社探析〉，《宜蘭文獻雜誌》，81.82 期，頁 205。
陳麗蓮，〈蘭陽地區日治時期（1895-1945）傳統詩社探析〉，《宜蘭文獻雜誌》，81.82 期，頁 215。
陳麗蓮，〈蘭陽地區日治時期（1895-1945）傳統詩社探析〉，《宜蘭文獻雜誌》，81.82 期，頁 215。

一定影響，除了是本地漢詩人的凝聚地外，亦有外地來此任職者陸續加入。
日本大正、昭和年間宜蘭地區成立的漢詩社，尚有光文社、蘭社、敏求吟社、東明吟社、
潮音吟社等 90。

仰山吟社合併為「宜蘭仰山吟社」。
蘭社於 1923 年（大正 12 年），由連碧榕創立。「蘭社創立原本的用意在聯合蘭地各詩社，
但此事屢經延宕，不得成事，後因內田督憲至蘭地巡查，始由光文社及仰山社諸幹部多方奔
走，才告成立。」、「綜觀整個蘭社發會式過程，蘭社成員應包含蘭陽地區各詩社社員，其
中以光文社及仰山吟社最具影響力，登瀛吟社莊芳池也參與此次盛會。」91 據此觀察，蘭社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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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文社由張振茂於 1921 年（大正 10 年），創立於宜蘭壯圍庄。1933 年（昭和 8 年）與

較像是宜蘭地區詩社的聯吟組織。
敏求吟社創社的時間無法推定，大約在昭和年間，由莊贊勳（仁閣）任社長，呂桂芳、
林星樞，李璧選、林英心等人為顧問，社址在今宜蘭市，社員與仰山吟社有部分重疊。

遷居羅東經商。楊靜淵是蘇澳人。是二人合倡的詩社，他們原都是仰山吟社的社員，可見創
社的動機，很可能是想把漢學、漢詩推展到蘭東地區。因此，也有人以羅東吟社、羅東詩社
或蘭東東明吟社等不同稱呼稱之，都指的是東明吟社。東明吟社代表的是宜蘭地區漢語文言
詩版圖延伸至蘭東的羅東和蘇澳。

第三節、潮音吟社的成立及蘇澳詩人
潮音吟社是創立於蘇澳的詩社，後改名濤聲吟社。創社時間無法確定，以創辦人楊長泉
係活躍於日治時代的漢詩人，是登瀛吟社社員，又參與東明吟社之創辦，應可推定在昭和年

日治時期以降的蘇澳漢語文言文學

由江夢花擔任社長。創設的動機是因為羅東郡無詩社。江夢花原名江紫元，字夢華，桃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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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明吟社於 1934 年（昭和 9 年）由江紫元（夢花）、楊長泉（靜淵）等人發起成立於羅東，

間即已創立。一說潮音吟社創於 1948 年。楊長泉為潮音吟社設立之靈魂人物。
楊長泉，號靜淵，日治時期畢業於馬賽公學校，因家貧未再升學，到基隆臺灣海陸物產
會社就業，因地利之便，於基隆保粹書房夜學就李燦煌研讀漢文、經書。加入基隆網珊吟社。
返回蘇澳後，組海南興業會社，經營運輸業。業餘，雅好吟詠。加入登瀛吟社為社員，參與
東明吟社之創社，終而自組潮音吟社。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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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陳麗蓮，〈蘭陽地區日治時期（1895-1945）傳統詩社探析〉，「日治時期蘭陽地區傳統詩吟社一覽表」。
參見陳麗蓮，〈蘭陽地區日治時期（1895-1945）傳統詩社探析〉，「日治時期蘭陽地區傳統詩吟社一覽表」，頁 227-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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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楊長流作品選
楊長流（1898—1973），字巨源，楊來富之長子，1927 年，隨父遷居蘇澳，原以捕魚為業，
後改經營煙酒雜貨。少從名宿黃熾秀才遊，詩文根柢紮實，涉足工商界，仍不廢吟哦。日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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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曾承父命，設漢書房於蘇澳，鼓勵人研習漢文化。
三子楊君潛在追憶先人時稱，其父「恤貧周困，解囊助人，望重鄉里。」其文望亦重士林。
1967 年，《詩報》刊出其〈七十自述〉詩，詩友和詩 175 首。此外，楊君潛以〈楊震〉為題徵詩，
計有 264 首應徵。詩壇名望可見一斑。
七十自述
手拙田園亦快哉。工商涉獵罷初回。
兒孫繞膝心常樂。花草盈廷手自栽。
且與漁樵稱莫逆。也同鷗鷺共追陪。
行年七十身猶健。地北天南任去來。

柒

蘇澳飛船

文學篇

汪洋駛飛艇，矯健似蛟龍。
利市時無匹，生財日萬鍾。
乘風開眼界，破浪盪心胸。
閥閱尤關切，投資興趣濃。92
蘇澳港
蜃市樓台眾口傳，荒濤萬頃接遙天。
卻看漁港兼商港，更訝先賢啓後賢。
日夕輸通南北貨，風煙掩映去來船。
最憐泉冷甲天下，遊客紛紛乞一廛。93
蘇澳漁港
魚蝦獲量冠中華，戶口年年倍蓰加。
餐館千家忙日夜，轎車萬輛接烟霞。
腥風捲地人安臭，簫鼓喧天客笑譁。
除卻扶桑無此景，名揚國際信非誇。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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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君潛提供。收入楊君潛繤輯《噶瑪蘭雲物志》（未出版）。

93

楊君潛提供。收入楊君潛繤輯《噶瑪蘭雲物志》（未出版）。

94

楊君潛提供。收入楊君潛繤輯《噶瑪蘭雲物志》（未出版）。

得子取名小潛偶作
弧矢懸門喜氣添

啼聲試罷快慈嚴

逃名每羨淵明節

故把兒名號小潛 95

群峰環繞色青蔥

絕頂登臨俯視雄

東海車全行嶺上

北風船正出江中

七星泉嶺氤氳繞

八里分尖旭氣通

極目港門天外望

扶桑萬里日輪紅 96

題小兒試周偶作
啐會開時喜倍添

盤中羅列矢弧兼

好奇欲看攜何物

預兆端憑此一拈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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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澳曉望

山居偶作
不向繁華學媚人

晴去除畦閒即讀

菜根書味自怡神 98

箕湖風景若仙間

四面青山水一彎

榕樹成陰花滿徑

此中寄傲足清閒

湖山安穩足烟霞

松菊婆娑月影斜

最羨數株垂柳碧

居然栗里舊陶家 99

喜君聘宗兄過訪賦呈
十年握別各西東

今日重逢喜不窮

莫漫滄桑興廢感

且將詩酒借開衷 100

日治時期以降的蘇澳漢語文言文學

和范良銘先生新居原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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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陰十畝足耕莘

感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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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華逝水去難留

馬齒徒增卌二秋

萬物逢春皆得意

笑余仍對雪霜頭 101

《風月報》第 62 期，1938 年 4 月 15 日。
《風月報》第 73 期，1938 年 10 月 1 日。
《風月報》第 62 期，1938 年 4 月 15 日。
《詩報》第 206 號，1939 年 8 月 1 日。
《詩報》第 207 號，1939 年 8 月 16 日。
《詩報》第 211 號，1939 年 11 月 2 日。
《詩報》第 211 號，1939 年 1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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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晤諸友賦呈
今宵何幸結詩緣

恰值花開二月天

有酒有花須盡醉

管教傍客笑詩仙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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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邱嚴君
不獨藝精字亦精

能詩能畫久傳名

漫嗟孔道衰頹日

後起憑君一柱撐 103

送舍弟靜淵東遊
十月好風發遠揚

大和船快到扶桑

此行賞遍櫻花地

應得新詩載滿囊 104

過次弟墓感作
欲共事親竟已非

那堪一別永相違

即今重過池邊路

風景萋萋對夕暉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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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遊雜詠─詣指南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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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神殿矗高崗

四面青山盡向陽

一瓣心香稽首拜

只祈武運與天長 106

北遊雜詠─圓山動物園
猛獸良禽集一園

奇花異卉萃成村

我來絕頂憑高望

數點燈光近夕昏 107

北遊雜詠─金瓜石礦業工廠
轆轤車下萬坑深

建設工場費匠心

旋轉萬機驚客膽

果然化石得成金 108

北遊雜詠─北投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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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聞聖地不虛傳

又值春光二月天

紗帽七星双翠麗

溫泉浴罷快如仙 109

《詩報》第 211 號，1939 年 11 月 2 日。
《詩報》第 216 號，1940 年 1 月 23 日。
《詩報》第 216 號，1940 年 1 月 23 日。
《詩報》第 220 號，1940 年 3 月 20 日。
《詩報》第 223 號，1940 年 5 月 8 日。
《詩報》第 223 號，1940 年 5 月 8 日。
《詩報》第 223 號，1940 年 5 月 8 日。
《詩報》第 223 號，1940 年 5 月 8 日。

暴風雨害感作
海浪如山膽正寒

霎時風雨起無端

瓦飛屋倒田流失

肆虐封姨不忍看 110

搔首蒼天訴不平

果余獨自苦勞生

看他多少橫行輩

偏作人間富且榮 111

和炳臣書懷原韻
廿載奔勞百感加

劇憐開口漸無牙

成群稚子身皆健

垂老双親鬂欲華

三徑未荒陶令菊

滿園多種故侯瓜

林泉歸去書堪讀

差喜玲瓏玉不瑕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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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感

溪居偶感
庭角喜看垂柳碧

園中花放鳥爭啼

築盧溪畔足幽栖

兩岸丹楓碧柳齊

流水潺湲堪滌俗

清風明月好留題 113

訪火全詞友賦呈─西江月
驅車重訪故人鄉

飲酒敲詩興倍長

多謝郇廚好風味

歸來十日齒猶香 114

歸頂寮祭掃感作
去年到此是初秋

今日歸來感未休

減盡村中幾父老

增來塚上數荒坵

世事如雲看變幻

人生若夢等蜉蝣

功名富貴終何益

畢竟惟爭土一坵 115

日治時期以降的蘇澳漢語文言文學

四面青山好句題
第三章

華堂美麗築橋西

賦別水裡坑諸吟友
春風未幾又薰風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節序頻遷氣不同

《詩報》第 234 號，1940 年 10 月 18 日。
《詩報》第 234 號，1940 年 10 月 18 日。
《詩報》第 238 號，1940 年 12 月 17 日。
《詩報》第 243 號，1941 年 3 月 2 日。
《詩報》第 245 號，1941 年 4 月 2 日。
《詩報》第 251 號，1941 年 7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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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慣趨炎偏得意

我將避暑納幽衷

方塘蓮葉連天碧

曲沼荷花映日紅

最是綠陰安枕簟

管教赤帝日烘烘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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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澳即景
蘭陽南盡此喉咽

大小艨艟繫屋前

絕壁重重環二澳

長江滾滾遠連天

龜峰勝跡千秋在

猿嶺奇岩萬古傳

最是風清明月夜

濤聲入耳調如絃 117

臨海道路偶成
海道崎嶇蜀道同

千山萬嶺半空中

開成一線人稱便

誰念當時啟鑿功 118

車過清水
花蓮遙望路漫漫

絕壁懸崖萬疊山

柒

回首試看車過處

一身如在白雲間 119

文學篇

四十感興
艾年尚喜富春秋

才博定知早出頭

學補三餘欣不輟

書藏萬卷更何求

成家自有陶公術

報國應多管子謀

文品雙清英雅士

交深翰墨許盟鷗 120

清明即事
園林桃李盡爭開

郊野風光百感哉

哭子哭夫聲未絕

歌山歌水調頻來

驕妻乞祭誠堪笑

不祿甘焚實可哀

莫怪賢愚難辯處

蓬高滿眼共罍罍 121

同題和四弟靜淵原韻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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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年七秩獨怡神

賤子餘榮集一身

色養平生知最憾

欬聞朝夕喜尤真

《詩報》第 254 號，1941 年 8 月 21 日。
《詩報》第 268 號，1942 年 3 月 18 日。
《詩報》第 269 號，1942 年 4 月 3 日。
《詩報》第 269 號，1942 年 4 月 3 日。
《南方》第 151 號，1942 年 5 月 1 日。
《詩報》第 271 號，1942 年 5 月 6 日。

稱觴戚友多騷客

戲綵兒孫盡俗人

心願北堂萱永茂

壽椿同蔭影長親 122

奉祝皇紀二千六百年
一系相承萬世垂

錦繡江山呈瑞靄

衣冠文武拜丹墀

歡呼聲響雲霄徹

浩蕩恩多雨露施

佳節喜頒新體制

稜威赫赫感無涯 123

訪大趕先生賦呈─鷓鴣天
驅車重訪舊知交

滿徑黃花正吐苞

入室談心皆美玉

登樓飲酒盡珍肴

涼風十里來欄外

斜日一輪掛碧梢

酒到酣時吟倍興

管教野寺晚鐘敲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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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六百大皇基

過農村偶感
老農鋤草日勤勞

要知食物原非易

一飯推來力用多 125

姪兒年少赴長征

為國勤勞答聖明

待看凱歌歸唱日

老夫門第自光榮 126

遊北方澳偶作
昔是柴門矮屋斜

于今樓閣鬪繁華

登盤味美鱸魚鱠

怪底人多慕海涯

夕陽晒網在門前

潮落潮來盡釣船

教子但知能盪槳

生涯總把海為田 127

日治時期以降的蘇澳漢語文言文學

姪兒君鵬從軍喜作

第三章

十里鄉村盡稻禾

貳、楊長泉詩選
楊長泉，號靜淵，楊長流四弟，少好學，師事樹林名宿李碩卿，晉江茂才葉文樞。為登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詩報》第 287 號，1943 年 1 月 1 日。
《昭和皇紀慶頌集》，1943 年 3 月 19 日。
《詩報》第 312 號，1944 年 3 月 20 日。
《詩報》第 314 號，1944 年 4 月 25 日。
《詩報》第 315 號，1944 年 5 月 9 日。
《詩報》第 318 號，1944 年 8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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瀛吟社社員，曾參與東明吟社，以蘇澳無詩社，自組潮音吟社。曾因到基隆半工半讀，而加
入網珊吟社。
蘇澳蜃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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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陽懸影港門東，疑是天台有路通。
反照昔曾傳蜃氣，幻形今已辨蛇弓。
青山碧海環三澳，大廈高樓湧半空。
一幅畫圖明頃刻，陸離光怪淡煙中。128
蘇澳展望
太平洋水望無涯，蜃市仙台可泛槎。
海接三江添艦舸，地傳四季盛魚蝦。
碼頭擴築分深淺，貿易相親復日華。
佇看完成通國際，名揚世界自堪誇。129
漁村東曉

柒

蘆荻花開十月中，放舟江口日初紅。

文學篇

鰻苗一夜收千萬，蟹舍人家盡富翁。130
嚴島參拜
神殿巍峩聳九霄

紅楓簇錦映江潮

怪他士女爭參詣

變化風老暮復朝 131

祝詩報社十週年紀念
俚句殷勤祝十周

披來我喜閱從頭

拓開詩境功非淺

聲氣相通五大洲

東瀛韻事繼千秋

鯤島珊瑚鐵網收

扢雅揚風關一紙

深期無缺似金甌 132

次潤庵先生暴風雨吟原玉
驚看禍患不單行

蘭陽三郡家全破

四海同胞囊盡傾

生死由來原有命

風雲變化太無情

128

楊君潛提供。收入楊君潛纂輯《噶瑪蘭雲物志》（未出版）。

129

楊君潛提供。收入楊君潛纂輯《噶瑪蘭雲物志》（未出版）。

130

楊君潛提供。收入楊君潛纂輯《噶瑪蘭雲物志》（未出版）。

131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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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見親朋相接至

《詩報》第 216 號，1940 年 1 月 23 日。
《詩報》第 241 號，1941 年 2 月 4 日。

于今說起羅災事

擱筆長吁寫不成 133

題琳瑯山閣吟草
書畫更超群

藝苑稱三絕

香閨壯一軍

盛名高菼社

藻思豔榴裙

慧業千秋在

鬚眉遜幾分 134

入赤十字社偶感
久罹疾病困愁城

兩眼茫茫看不明

日臥院中無箇事

吟哦聊以慰閒情 135

留別網珊吟社諸詞兄
好風吹我返蘭陽

舊雨慇勤勸幾觴

自愛故園清靜地

卻慚濁世利名□

十年萍水欣團聚

千里江雲望渺茫

最是諸君情誼厚

從今歸去總難忘 136

茅舍風光景色新

海面驅魚投網罟

水心狎鷺下絲綸

終年盪槳多勞力

盡日敲針劇愴神

萬戶生涯無別業

江山不釣釣銀鱗 137

征帆
滄海高懸信快哉

何妨北去又南來

牙檣一幅風爭送

錦纜千條水更推

舟疾不愁秋雨濕

波平還趁夕陽開

多君萬里誇無恙

遙向黃河空際□ 138

日治時期以降的蘇澳漢語文言文學

柴門不正向江濱

第三章

漁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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詠吟常拔萃

漁舟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一葦中流日欲晡

綠楊堤畔酒堪沾

縱然水面風吹去

自是坡心月可娛

不網久思雲夢澤

垂綸還憶洞庭湖

《詩報》第 284 號，1942 年 11 月 25 日。
《琳瑯山閣吟草》，1992 年。
楊長泉，〈入赤十字社偶感〉，《詩報》第 36 號，1932 年 6 月，頁 6。
楊長泉，〈留別網珊吟社諸詞兄〉，《詩報》第 12 號，1931 年 5 月，頁 5。
楊長泉，〈漁舍〉，《詩報》第 46 號，1932 年 11 月，頁 12。
楊長泉，〈征帆〉，《詩報》第 144 號，1937 年 1 月，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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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蝦滿艇歡何似

渭水千秋帝業扶 139

車發蘇澳
THE HISTORY OF SUAO TOWNSHIP

扶桑萬里試遊初

今日登程興有餘

破浪乘風效宗慤

先從蘇澳發輕車 140

醉春
只為花迷眼

鯨吞酒百壺

杜陵尋曲渚

阮藉哭窮途

七步顚還起

三分倒復扶

東君長作主

何忍獨醒愚

酩酊緣何事

風光似畫圖

情殷花正艶

興發酒頻沽

金谷詩還有

曲江債可無

人生行樂耳

豪放屬名儒 141

蘇澳即景 142
東來此地是喉咽

十里風光迫眼前

三面靑山孤面海

千重綠水一重天

柒

蚊兒坑畔靈泉湧

蛙子湖邊寶石傳

文學篇

蜃氣樓台看變幻

濤聲日夜聽如絃

山泉
山中湧出異奔瀧

甘似瓊漿飲莫□

此水端敎在幽谷

非温非冷自無雙 143

聽濤
雷驚貫耳車奔鐵

潮湧源頭練捲銀

似訴伍員文種恨

一聲聲咽淅江濱 144

中秋夜
風景今宵異去年

清光萬里月偏圓

嫦娥相對心何樂

縱酒吟詩興欲仙 145

北方澳即景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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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長泉，〈漁舟〉，《詩報》，第 181 號，1938 年 7 月，頁 6。
楊長泉，〈車發蘇澳〉，《詩報》，第 213 號，1939 年 12 月，頁 13。
楊長泉，〈醉春〉，《詩報》，第 248 號，1941 年 5 月，頁 8。
楊長泉，〈蘇澳即景〉，《詩報》，第 268 號，，1942 年 3 月，頁 8。
楊長泉，〈山泉〉，《風月報》，第 82 期 3 月下卷、4 月上卷合併號，1939 年 3 月，頁 35。
楊長泉，〈聽濤〉，《詩報》，第 177 號，1938 年 5 月，頁 8。
楊長泉，〈中秋夜〉，《詩報》，第 286 號，1942 年 12 月，頁 6。

海角猶存樸素風

捕魚老少各稱雄

樓台近水依山起

舟艇隨波逐浪冲

洞隱神仙天際去

澳分大小港門通

潮聲日夜如鳴鼓

策杖吟詩樂未終 146

生計由來海作田

滄波浩瀚港回旋

千艘鷁集誇增產

四季魚肥喜割鮮

帆影高低懸落日

機聲斷續震遙天

樓台蜃市成奇景

縱覽人來熊欲仙 147

蘇澳泛舟
一舸中流放

居然思不群

仙台今何在

蜃世昔曾聞

風靜魚吹浪

波平客似雲

夕陽西帽落

澳上自歡欣

來富的時候即遷來蘇澳居住。陳麗蓮說：「楊來富，字風修，以捕魚為業，兼以墾荒埔為生，
1927 年（昭和 2 年）遷居蘇澳，雅好琴棋，熱心提倡漢文。楊來富育有四子，長子名長流，
字巨源，承父命設書房於蘇澳，鼓舞研讀固有文化。次子名長福，年三十逝世。三子名長性，
字達龍，曾任宜蘭縣縣議員，並經營東興通運公司。楊長泉排行第四，……畢業於馬賽國民
學校，因家貧輟學，前往基隆臺灣海陸物產公司服務，因地利之便，乃就學於李燦煌所設立
保粹書房夜學部研究經學古文，……」149 楊長泉因地緣關係，參加了基隆的網珊吟社和大同吟
社，厚植其漢語文言詩的創作能力。之後，楊長泉返回蘇澳創業，也加入仰山吟社、登瀛吟社，
參與東明吟社的創立，及倡設潮音吟社。

日治時期以降的蘇澳漢語文言文學

楊長流的兒子楊君潛，以及少數潮音詩社的詩人。根據楊君潛的詩集序 148，楊家是在其祖父楊

第三章

從日本統治以來，真正蘇澳籍的漢語文言詩人，大概只有楊家的楊長流、楊長泉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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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澳漁港

至於楊長流，楊君潛在其《柳園吟草》的〈自序〉中說：「余家蘇澳，先大父捕魚為業。
先君子改營烟酒什貨。恤貧周困，解囊助人，鄉里重之。光復後……兼營錢莊業務，將客戶
存款轉存臺北金融機構，臺北金融機構再滙往上海等地，……國民政府……撤退來臺。臺北
金融機構倒閉，……余家不啻血本無歸，且逋負日深。」150
楊君潛字春圃，號柳園，別署停雲閣主人。1937 年（昭和 12 年）4 月 1 日出生於蘇澳，

146
147
148
149
150

楊長泉，〈北方澳即景〉，《詩報》，第 311 號，1944 年 3 月，頁 7。
選自白長川〈蘇澳開拓史〉，收入《臺灣文獻》35 卷 4 期，頁 171-206。
楊君潛《柳園吟草》自序，香港，國際炎黃文化出版社，2004 年 3 月。
陳麗蓮《蘭陽地區傳統文學研究（1800-1945）》，佛光大學博士論文，2008 年 6 月，頁 254。
楊君潛《柳園吟草》自序，頁 7。

631

楊長流三子。曾任天府工業公司董事長，現任中華民國古典詩研究社理事長，中華詩學研究
會常務理事，中華大漢書藝協會詩學指導。詩人父親楊長流因為崇拜陶淵明，所以把自己的
兒子取名「小潛」。自號「柳園」，恐怕也是受父親影響。幼承庭訓熟讀四書，後蒙張仰安（火
金）傳授古文。他在父親投資失敗，負債，家道中落後，畢業於省立宜蘭農業職業學校初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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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後，即不再升學。到南方澳鐵工廠當學徒，一年後轉到臺灣水泥蘇澳廠當電工。四年後，
調往臺泥臺北總管理處當辜振甫的秘書。也因而有機會半工半讀，先後完成臺北商業職業學
校高中部學歷，及至臺灣大學夜間補習班修習國文、歷史，因此機緣加入瀛社。在瀛社，得
到李嘯庵、林熊祥、葉蘊藍、林義德、張晴川等人的指導，不僅對漢「詩學」有深刻的造詣，
對漢文史也非常淵博。1960 年代末，返回蘇澳創業，創立天府工業公司，生產石粉。1975 年，
結束事業後，返回臺北三重，潛心研究漢學及創作。
出版有詩集《柳園吟草》之外，更著有《柳園詩話》151 詩話「既能表出古典詩各體之源流、
演變及其關係；對詩法、詩品等亦概括周至。不僅基本要領細述無遺，格調、意境等深層內
涵亦列舉綦詳，深中窾竅。」152 是書分為 35 章，曰：「詩之意義、詩之功能、詩之體裁、相題、
立意、御韻、字法、句法、章法、屬對、拗救、奪胎換骨、聲調譜、明辨四聲、實字與虛字、
方言與俗語、不用事、用事、除俗、詩病、詩讖、格調說與性靈說、二十四詩品賞析、竹枝

柒

詞、樂府、藏拙、知難、苦吟、詩才、註詩、改詩、家數、天命、滿招損謙受益、詩窮而後工、

文學篇

及多讀多作多遊歷。」153 凡 20 餘萬言。朱自力說，他在「為詩家立正軌，為詩學示津梁。」154
本書的確堪稱一部習作漢語文言詩的寶典，與一般詩話以解詩、評詩、述詩之功能不同。
楊君潛的詩作，則收錄在《柳園吟草》詩集中，凡 240 餘首，尚有大量的感懷詩、旅遊
記行詩、題贈詩、悼念詩、讀史、讀詩詩、述志、詠史詩，數千首未出版。僅讀書詩即集有
「讀書絕句三百首」，準備出版。創作的面向相當廣，也是一位學養豐富、行動力強的詩人。
從他的旅遊詩和詠史詩可以看出，他的遊踪不只遍及國內南北各地，長城、白帝城、麗江、
呼和哈特、包頭、雲南，金三角、麻六甲海峽、新加坡、泰國等地。人到哪裡詩到哪裡，用
詩寫遊記，記行詩佔這些詩作相當高的比例。另外〈詠史千首次星洲張濟川先生瑤韻〉都是
七言絕句，吟草只收錄 40 首，詠的都是中國的歷史人物，可見他在這方面的涉獵及受到的影
響。劉榮生說：「就博雅言：菁華均散佈于其詩中。無論古風、律、絕、集句、不僅古雅精工、
馴麗深切。用典涉及群經諸子。……不拜侯門，人窮氣格高，酷好詩書，喜愛良友，生活愜意，
暮年仍不改其樂。……」155 詩友對其人品，詩藝都有很高的評價。
楊君潛漢學造詣深厚，創作詩數千首之外，亦擅詩論，《柳園詩話》堪稱詩學教科書，
潛心詩學研究，詩選編輯，累數十年之功，非常可觀。詩創作、研究之外，於漢文創作、賦作，
也都有豐碩之創作成果。著有〈志工亭記〉、〈鳳凰賦〉、〈大海賦〉、〈桃花賦〉等都廣

151
152
153
154
155

632

楊君潛《柳園詩話》，臺北市：萬卷樓圖書公司，2007 年 6 月。
鄧馥苑〈《柳園詩話》序〉，收入楊君潛《柳園詩話》，頁 1。
楊君潛《柳園詩話》〈自序〉，頁 1。
朱自立〈《柳園詩話》序〉，頁 1。
劉榮生〈《柳園吟草》序〉，收入楊君潛《柳園吟草》，頁 002。

為騷壇傳誦。聯語尤稱「高手」，不僅廣蒐古往今來聯語，輯有《柳園聯語》，並著有楹聯論，
論其意義、起源、功用、對法，並自製「聯譜」，提供 4 言至 12 言對聯的創作方法說明。所
蒐集聯語有一柱 500 餘言者，令人嘆為觀止。能寫詩、能論詩，能作文、能作賦，又擅長聯語，
實為當代漢語文言文學之瑰寶。

蘇澳港
浩瀚天然港

先民話海樓

北方屯戰艦

南面泊魚舟

利市榮工賈

通商達美歐

弦歌起深巷

如入武城游 156

又題〈蘇澳〉。「弦歌起深巷」又作「弦歌聞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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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楊君潛詩、文、賦選

蘇澳蜃市
海市雲生果有不？蘇津曾見說前修。
迷離闤闠三千里，掩映蓬萊十二樓。
莫是仙家相鬥法，寧非龍女偶嬉遊？

二首

清冷好比金莖露，甘潤真同玉醴泉。
濯滌髮膚兼沁骨，滿泓寒脈出天然。158
全臺勝地惟蘇澳，舉世聞名出冷泉。
珍貴資源非易得，合為開發廣宣傳。159
蘇澳展望

二首

蘇津冬日景尤嘉，散策人來眼望賒。
港為蘭疆添鎖鑰，鎮傳蜃市燦雲霞。

日治時期以降的蘇澳漢語文言文學

冷泉

第三章

世間萬事都如此，悟徹玄機與轉悠。157

輪船進出工商振，貨物輸通海路誇。
淡水梧棲休並論，天然形勢冠中華。
冬晴蘇澳萃詩家，雲歛烏岩一望賒。
港本天成宜駛艦，路沿山險可驅車。
乘風北去通韓日，破浪東航達美加。

156
157

楊君潛《柳園吟草》，頁 17。
註：第三屆蘭陽文學獎得獎作品，自楊君潛《噶瑪蘭吟草》選出。作者提供。

158

註：第三屆蘭陽文學獎得獎作品，自楊君潛《噶瑪蘭吟草》選出。作者提供。

159

註：第三屆蘭陽文學獎得獎作品，自楊君潛《噶瑪蘭吟草》選出。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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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工商繁貿易，合為開闢燦中華。160
蘇澳的「海市蜃樓」自古即被列為宜蘭八景之一，詩從這裡出發，談到蘇澳港實際上是
由北方澳和南方澳岬角形成的港灣。戰後，北方澳歸軍方為軍港，停泊戰艦。南方澳是漁船
THE HISTORY OF SUAO TOWNSHIP

碼頭停泊的地方，是漁港。
蘭陽秋訊
金風乍拂太平山，玉露繁滋秋信頒。
半嶺迷離楓欲醉，橫空嘹淚雁初還。
十年獻賦心違願，萬里思親鬢已斑。
蒓美鱸肥憶張翰，輕舟返到舊鄉關。161
《柳園詩話》有一章專論〈詩窮而後工〉，他不贊成趙友培所說，把窮分成政治和經濟
兩方面說，認為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窮」的標準，根本無從界定。他認為，窮指的是「志不
遂」，定義最為直接了當。他說：「易經六十四卦，第一卦『乾』，象徵理想；末卦『未濟』，
表示理想尚未達成，要繼續努力。『未濟』即『窮』也，有遠大志向的人，經常都處於『未濟』

柒

狀態；其詩往往不求工而自工，……」162 楊君潛在《柳園吟草》的〈自序〉中提到：「一九七七

文學篇

年不自量力，希冀側身工賈，乃在宜蘭縣蘇澳鎮開設石粉廠。……僅經營五年即因強颱過境，
礦區路斷，原料不繼而宣告歇業。損失不貲。內心煎熬，……家計全賴內子以公教鶴俸勉力
維持。廿年來余則肆力詩文。泊讀道家典籍，知芸芸萬物，各歸其根，精神乃大振。過去所學，
亦陸續回歸吟邊。」163 他的〈咏懷〉10 首 164，應是此時心境的描寫，也是他所謂的「詩窮而
後工」的代表作。時為 2002 年（民國 91 年）。
劫餘日日嘯東軒，檢視衣裳有淚痕。
成敗已同蕉覆鹿，浮沈肯似蝨留巾軍。
間關欲立錐無地，頓悟方知道有源。
俯仰無慚貧亦樂，一樽長對月黃昏。
一肩書劍老風塵，處世脂韋自有真。
蠅利無爭心不競，燕屋常樂德為鄰。
襟懷灑落青氈在，歲月推移白髮新。
食只齏鹽甘野簌，從來憂道未憂貧。
富貴從來俗念輕，傳家詩禮最關情。

160
161
162
163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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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楊君潛提供，收入楊君潛纂輯《噶瑪蘭雲物志》（未出版）。
楊君潛《柳園吟草》，香港，國際炎黃出版社，2004 年 3 月，頁 56。
楊君潛《柳園詩話》，頁 363。
楊君潛《柳園吟草》自序，頁 8。
楊君潛《柳園吟草》頁 17-19。

烹經煑史燈相伴，鏤句雕詞酒自傾。
好道已無槐蟻夢，消閒只有鷺鷗盟。
熙游含哺還捫腹，却訝漁樵識姓名。

丹鉛點勘心常樂，鐵硯磨穿志不移。
勝友相逢猶恨晚，暮年困學未嫌遲。
沉吟幸免愁風雨，林下鷦鷯藉一枝。
恐然鄰曲足音來，共賞奇文亦快哉。
劫歷紅羊餘魯壁，變經滄海賸秦灰。
聖賢應有窮途恨，天地寧無叔世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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裾曳侯門誓弗為，家無長物却矜持。

學富五車成底事，不如陶醉菊花杯。
世無裨補歎蹉跎，六五韶華瞬息過。
乍覺比來親友少，却驚老去鬢絲多。
水調歌殘何限意，綺年壯志未消磨。

追陪鷗鷺乾坤大，得失雞蟲日月閑。
馬齒又迎新甲子，蝶魂長遶舊河山。
最憐雨霽黃昏後，險韻詩成亦破顏。
浮生得失本無常，寵辱讒譽盡可忘。
天上白雲幻蒼狗，人間黑土劫紅羊。
沉迷到處求神佛，曠達伊誰學老莊 ?
一食萬錢何足道？千秋無價是文章。

日治時期以降的蘇澳漢語文言文學

白髮雖生老未孱，百年榮辱總心關。

第三章

文章要學陶元亮，氣節長懷馬伏波。

北上攻書卌載留，無才衰老志難酬。
故鄉魚美懷張翰，異地人誰識馬周？
池畔乍看荷送夏，籬旁又見菊迎秋。
寒微孰許拋青眼？歲月贏來是白頭。
卌載騷壇勵駿圖，不求聞達抱區區。
未能綉虎追先哲，空效雕蟲誚壯夫。
歷盡艱辛心不老，飽經憂患志難枯。
詩詞例作傳家寶，是亦乾坤一腐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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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君潛亦擅長句，即古體詩，《柳園吟草》中收入的古體詩有：〈戊寅清明掃墓作〉，
寫 1998 年（民國 87 年）掃墓，想起喪父之痛，痛哭失聲。〈曹操〉是咏史詩，詩記曹操，
除了歷數曹操一生所做所為外，也有為曹操辯誣、翻案之意。他認為曹操沒有篡漢，純係「演
義灌荼毒，俗儒昧是非。」才會造成與史實相違，誣以奸臣視曹操。〈伯夷〉一詩則肯定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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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權以援天下，言行世師百。」〈王安石〉除了贊揚王安石聰穎過人、才華洋溢之外，也
為他的新政毀譽參半抱不平；「可憐一美政，中挫且蒙冤。入主出奴之，宋史失公論。後世
為誣辯，姓名幸見尊。」比較特別的是，他推崇王安石的文學，說他「文暢詩澎湃」、「精
嚴遙境界」、「一卷愁來讀，齒頰生沆瀣。絕詩與集句，人人下風拜。好用連綿字，詩中恆
有畫。」認為荊公派，望重儒林。
〈讀戰國策〉是讀史心得。是以詩述史，把戰國史簡述一遍，得到的心得是：「競相施
詐術，……道德湣然絕，……蘇（秦）商（鞅）吳（起）李（斯）輩，孰幸遂全軀？徼得一
時貴，千載泣天衢。惟有魯仲連，不愧聖人徒。」顯示他反對權謀、鬥爭、戰爭，而主張和
平談判。〈劉知幾《史通》讀後感〉是讀史評心得。展現他對劉知幾開創史評之高度推崇，
他認為《史通》「綜核歷朝書，鞭辟而近裡。博古復多聞，得失說原委。」以及劉知幾的基
本史學觀念，要「才」、「學」、「識」三者兼備，才能著史，特別令他敬服。〈溶洞謠〉

柒

是旅遊詩，溶洞應指鐘乳石洞，是作者赴中國雲南宜良縣西北所見「九鄉溶洞」，此處溶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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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盛名，面積 170 平方公里，因有「溶洞瑰奇九十九，雪覆雲封神護守。」之詩句。〈石林歌〉
也是旅遊見聞詩。石林是地名，也在中國雲南，以「萬頃灰岩，石峰攢聚，陡然聳起，競相
呈秀。如劍戟排空，因稱石林。」〈大理辭〉也是遊雲南詩，大理在雲南西部，唐稱南韶國，
宋稱大理國，都建都在此，保有舊時代風情。〈麗江行〉寫遊麗江，麗江也在雲南境內，以
沿江有 13 峰著名。明人徐霞客曾到此遊歷，〈麗江行〉亦提及此事。這些旅遊詩及其後之自
「注」，備見作者於中國文史常識之淵博。
楊君潛的長句大都用來記遊，〈草嶺歌〉是少見的例外，寫 921 大地震，此詩除了記本
次大地震之外，更把 93 年前的大地震傳說溶入詩中，增添詩的豐富性。作者自註該詩說，
1999 年 9 月 21 日的大地震，震央一在集集，一在草嶺。1906 年（明治 39 年）3 月 17 日發生
梅山大地震。兩次大地震都發生飛山的奇事，不同的是，當時由梅山飛至 2-3 公里外的草嶺，
本次由草嶺飛去梅山。〈草嶺歌〉悲憫災民受災之餘，穿插了飛山傳說，感嘆造物者的神奇
偉大。按說，長句的敘事功能較律、絕的敘事性要強上許多，但〈草嶺歌〉若非作者附上註解，
內容並不容易解。
關於草嶺飛山的傳奇有三；一是，有一對老夫婦，震前數日，於睡夢中獲神明託夢指示「大
難即至，火速逃亡此地。」老夫婦不相信，但仍起坐大廳。不久，地大震，突然驚見其床飛
向梅山。二是，「有一戶人家，全家老幼連同牲口愛車等，經過三次頓挫，竟屹立梅山山旁，
一切家物，安然無恙。」三是，「山飛落地，堵塞一條寒溪，並堵塞左右山脊，變成一座天
然水庫，蓄水量比日月潭大三倍。」專家言，若由人工建造，需費 20 年，經費 500 億，然造
物者僅費 15 秒。當各方正開會集思水庫有崩潰之虞，又來一次大震，水庫之水已去大半，至
今已近乾涸見底。「今」指地震後 4 年。錄〈草嶺歌〉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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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鳴慘烈萬靈號，草嶺山飛出天外。
巨禍行者肇須臾，梅山阻遏免為害。
無端平地變丘陵，圍成水庫塞溝澮。
綿綿豪雨水瀰漫，量比明潭三倍大。
詰朝消息傳開後，舉國伸援雜沓來。
一戶偏承天寵眷，飄颺數里慶生同。
能教崇嶽添雙翼，謎底憑誰為解開？
鶼鰈蘧蘧蝶夢中，神明附耳頻呼喚：
紅羊劫至速逃亡，毋復遲疑毋待旦。
連宵聒聒不成眠，起坐廳堂星燦爛。
天旋地轉忽然間，餘屋連床飛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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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人家浸大災，傷亡枕藉滿山隈。

劫後悠悠屆四年，搜奇陟陟嶺頭前。
幾番震鑠憐斯地，無限悲情問彼天。
深谷為陵非妄說，挾山超海未虛傳。
窺星探月同兒戲，造物千秋握主權。165

第二次會員大會，暨丙戌上巳雅集。已而赴蘇澳碧涵軒珍禽園觀賞鳳凰（註）。竊以
仙禽自炎洲而至，彌足珍貴，乃為之賦。其辭曰：
惟炎洲之仙禽兮，挺自然之奇姿。秉金精之妙質兮，挾火德之明煇。晞朝暾以比
翼兮，趁晨光之熹微。翮憩扶桑，足縈虹蜺。蓄情六合，結志兩儀。於是，蹶鴻蒙以
遐翥，戾牛斗而高飛。杯觀地脊，塊視天池。鶢鶋見而靦目，孔雀仰之愁眉。然而蜩、
鳩腹捧，斥鷃鼻嗤。慨乎二三蟲之無知！
爾乃奮迅青冥，遄臻丹穴。推食竹實，嬉遊桐樾。棲遲林泉，消閒歲月。芳聲遠
暢，弋者相悅。播網罟於雲坳，置罿罻於霧窟。翳薈蒙蘢，是以翔歇。雖騰攫而竦神，
終顛仆而挫骨。

日治時期以降的蘇澳漢語文言文學

粵以丙戊之年，暮春之月，中華詩學研究會，假創價學會蘭陽會館，召開第二屆

第三章

鳳凰賦 並序

幸賴君子，好善推恩。贖千金以逸雕檻，敷良藥而復殘身。挈萬里而越蕩潏之鯤海，
累數月纔抵葱翠之鳥園。同氣相求殊多鶬鴰鵾雞，比鄰而栖盡是鷗鷺鴻鵷。永懷知遇
委容止以閑暇，偶發靈音娛堵牆之嘉賓。豈無魂牽魏闕，以期儀立虞閽？顧意氣之相
投，詎功名之焉論？願馴擾安處以報恭人，隕首結草用壯旌門。俾一徳之流慶，畢萬
葉而彌新。166
註：關於鳳凰之資料，《尚書．益稷》、《詩．大雅．生民之什》、《論語．子罕及子》、《大戴禮．
保傅》、《左傳．昭公十七年》、《淮南子．墜形》、《春秋繁露．卷四》、《韓詩外傳．卷七》、

165
166

楊君潛《柳園吟草》，頁 12-13。
楊君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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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詞．涉江及遠遊》、《史記．日者列傳》等都有記載，惟皆片羽半爪。要以劉向《說苑．辨物》，
及《爾雅．釋鳥》郭璞注，最為具體。爰分錄如下：

一、《說苑》：「夫鳳，鴻前麟後，蛇頭魚尾，龍文龜身，燕喙雞噣。食竹實，棲梧高岡。梧桐生矣，
THE HISTORY OF SUAO TOWNSHIP

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雍雍喈喈。』此之謂也。」
二、《爾雅》郭璞注：「雞頭、蛇頸、燕頷、龜背、魚尾。五彩色，高六尺許。」
三、許慎《說文》大部與《說苑》同。
四、《楚辭．涉江》：「鸞鳥鳳凰，日以遠兮。」、《淮南子．墜形》：「鳳凰生鸞鳥。」是故，鸞、
鳳系出同門，古人多持此看法。
五、蘇澳碧涵軒珍禽園簡報這一對鳳凰云：「正名冠青鸞 Crested Argus，也稱鸞鳳。產於四季如春
的緯度裡。目前全世界僅剩越南、馬來西亞有零星且極少數的點狀族群，總額不超過一百隻。」經
實地觀察，其儀容與典籍敘述大抵符合。

志工亭記
蘇澳七星山，緣聖湖至冷泉之間，鎮長李坤山於民國八十九年，篳路藍縷，開闢
成蹊。全長四、七五○公尺。自是以還。遊憩者，與日俱增。越三年，黃順正先生，
柒

陡覺二、三二○公尺處，廣袤可百步，甚為平砥，視野遼闊，適合建亭。於是歸而謀

文學篇

諸同好，俱欣然拊掌。並公推盧旺坤先生主其事，藍明益先生佐之。挈其家中之花卉
木石，規劃佈置。餘若貨櫃、輪胎、鐵鍊、水泥之屬，亦陸續運至。披星而出，戴月
而歸。陾陾登登，不辭辛勞。
棟楹樑桷几椅甍瓴等，相繼竣工；欄楯、鞦韆、單槓、搖籃、階砌等，亦次第告成。
不事崇侈，一稱心力。鄰有旅居大陸殷商李明夫先生者，聞訊、饋櫻花十株；蘇澳鎮
公所亦致贈重瓣櫻花百株、杜鵑二百本、青楓四十本，及其他名貴花木數百棵。盧氏
等又購植躑躅五百株，環成臺灣形狀，以粲觀瞻。亭成，遂錫嘉名為「志工」云。
吾觀蘭陽勝概，盡在蘇澳。背墳衍而吞汪洋，銜仙臺而引尾閭。海市蜃樓，豔說
宿老；夷氛寇盜，謄載稗志。金烏擘海，即之匪遙；玉兔凌波，掬之尤近。千層浪破，
漁舟鼓枻出航；萬商雲集，舳艫鳴笛入港。街衢衖術，四通八達；亭榭臺閣，鳥革翬飛。
米溪潺潺，何限髫鬌嬉戲之情；故園歷歷，不勝水木霜露之感。干戈戚揚，緬懷巡撫
宵旰平番；弓矢斯張，想像征夫橐筆紀事。窮鄉僻壤，濫觴文采；化外東陲，始被風騷。
南望層巒，林木翳然，修柯戛雲。有徑蜿蜒，蟠遶山腰，瀕臨不測之淵，逾越烏巖之角，
直抵花蓮。此即勝朝福建陸路提督羅大春，於同治年間所闢之蘇花步道也。方是時，
龍節虎旗，遮天蔽地。馳驛奔軺，蹄轂相劘。日居月諸，物換星移，迄今已一百三十
年矣。
游目騁懷，逸興遄飛。忽見雙鶴，翔於雲表。傃西山而歸。婉將戢翼，倏復遐翥。
清遠閑放，聲聞于天。使人窮睇眄於遼夐，盡遺忘於寵辱。嗒焉神遊無何有之鄉，冥
然心騖列姑射之國。躊躕北顧，巉巖綿亙。中有一峰，聳而特立，逼瞰蕩潏之波洋，
此即金面大山也。聯轂輈車，往回於莽蒼之間，十紀以來，涵煦吾蘭疆之民，安於畎
畝衣食，樂於養生送死而無憾者，乃劉壯肅公於光緒十一年（公元一八八五年）鑿空
之北宜公路也。右側即濱海公路。又其右，距海岸五浬，有島其狀如龜，名曰龜山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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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獨愛其屏障蘭疆，不知經歷幾千萬年，風霜冰雪，剗削消磨，而益堅壯。寧非象徵
斯土斯民之精神也歟？
蘭陽平原，三面皆山。東臨大海，土地腴曠，形似半規。阡陌交通，屋舍儼然。
頭圍、礁溪、馬賽之濱，三星、大洲、冬山之墟，宜蘭、羅東、員山之埠，此皆吳沙
慘澹經營。其流風遺迹，皆可指數。微斯人，蘭疆猶雕題鑿齒之鄉，茹毛飲血之邦，
吾徒且趨吉避凶猶恐不及，奚暇登於衽席之上，烹經煮史，縱談闊論耶？
彼齊雲、落星，臨春、結綺，廊腰縵迴，簷牙高啄。一樑一棟，盡態極妍。不旋踵間，
夷為瓦礫，化為塵埃。與荒煙野草，凋零磨滅，烏睹其所謂宏麗也？昔東坡宦遊鳳翔，
築喜雨亭於廨舍之北。千載於茲，青柳紅蕖，映帶左右，綠雲朱霞，交輝上下。四圍
古柏，黛色參天。此皆後人私淑坡公，慕而植之，非出公手。由此觀之，斯亭之必繼
喜雨亭之後，增勝於千秋，是可得而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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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睥睨，陳輝煌之所追逐，楊廷理、烏竹芳、柯培元及董正官等賢吏之所勵精圖治，

余嘗讀唐李衛公《平原山居記》，有曰：「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木
一石與人者，非吾佳子弟也。」夫木石特燕翫之物耳，其得失亦奚足道？而衛公寶之
若是，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寧無閒言矣乎？以視此間逸民之不滯於物，其胸臆寬狹之
相去，詎尋尺而已哉？
往不絕。嬌花芳樹，若揖若迎；蘿蔦灌叢，若拱若伏。鳥鳴枝上，繹於管絃。流連忘返，
而後樂為此文也。
同遊者；蘇澳鎮鎮長李坤山、七星山風景推廣協會理事長盧旺坤、理事黃順正、
施連財先生、四弟君甫及其婦范姜春蘭、余妻張柏根及余等八人。民國九十四年五月
三十日記。167

167

日治時期以降的蘇澳漢語文言文學

不知夕陽之既下。人自樂其樂，而不知盧氏等之與眾樂樂；余又竊知盧氏等之與眾樂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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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植初夏，薰風解慍。遊於斯亭者不下數百輩。歌於塗，休於谷。扶老攜幼，來

楊君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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