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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性的關懷，開拓性的書寫： 

方耀乾詩集《將台南種佇詩裡》的寫作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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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國管理學院文教系 

 

 

一、前言 

 

    方耀乾是台語詩歌的忠實園丁，長期以來不斷努力進行創作，至

今已有四本詩集，分別是《 阮阿母是太空人》、《白鴒鷥之歌》、《予牽

手兮情話》、《將台南種佇詩裡》，可說是目前台語詩界創作量最多的作

家之一。此外，他也進行相關的學術研究，已發表與台語文學相關學

術論文十餘篇，並編有《台灣，徛起來：按台語文學起鼓》、《台語現

代文學選》、《台語文學讀本》等多類文學選本。在台語社團、刊物以

及活動的推廣方面，更是不遺餘力，曾擔任「菅芒花台語文學會」理

事長及總幹事等職、台灣海翁台語文教育協會常務理事、《菅芒花詩

刊》總編輯、《台灣 e文藝》主編、《菅芒花台語文學》主編等等，

其於台語詩歌的發展，實有積極而可觀的貢獻。方耀乾的詩歌長期以

來一直以關懷本土見長，對於台灣的一草一木、一事一物，都有深刻

的體悟與觀察，他將這些感觸形諸歌詠，變成一篇篇動人的詩章。除

了情感上以在地事物為寄託外，其寫作技巧多變，將各式文學手法熔

鑄一爐，並勇敢嘗試體製上的新巧變化，具備著鮮明的開拓精神，也

受到文壇的普遍肯定，其於二 00 一年獲得府城文學獎，並於次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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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詩集《將台南種佇詩裡》，就相當程度地體現了此一詩風。有鑑於此，

本文企圖以詩集《將台南種佇詩裡》為文本，並從詩集的地方色彩、

形式變化、知識性、批判性等四個方面入手，藉以探討詩人的寫作特

色，並由此觀察其作品的開拓性，希望在一定程度上展現其詩集的殊

勝之處。 

 

二、以在地色彩建構詩歌靈魂 

 

    《將台南種佇詩裡》這本詩集，是一部在地色彩至為濃厚的作品

集，它以台南為主要的書寫題材，再擴及台灣的其他地區，所謂台南

心、台灣情，道盡了此一詩集的主要精神。詩集中共有五輯，收詩七

十一首，其中第五輯＜福爾摩沙短歌＞四十首，是台灣整體社會的縮

影，不一定專寫台南；至於其他的四輯，除了＜台灣無時行流目屎＞、

＜一條索仔就好＞、＜用跤畫出台灣＞等三首外，其餘都是以台南為

書寫對象。這樣的一本詩集，充滿了濃厚的在地色彩，作者本身是土

生土長的台南人，所以他選擇將台南種在詩裡；然而台南依託在台灣

之中，台南若是我們的個人房間，台灣就是我們的大家庭，所以作者

也將觸角由台南延伸到台灣的其他角落，將他對於鄉土的熱愛，毫無

保留地傳達出來。這種以在地色彩做為詩歌靈魂的作品，自古以來便

不乏偉大而優秀的作品，例如中國的《楚辭》，是千古以來傳頌的經典

詩集，它的內容即展現鮮明的在地色彩，宋代黃伯思＜校定楚詞序＞

謂此書：「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謂之《楚詞》。」1

可見這本詩集也是以故鄉、以居住地的人事物為書寫素材。又二十世

紀最偉大小說家之一詹姆士‧喬依斯（James Joyce）（1882-1941），他

是都柏林人，其名作《都柏林人》（Dubliners）與《尤利西斯》（Ulysses），

即以都柏林為書寫題材，針對城市中的人事物進行刻劃，以反映愛爾

蘭的社會問題，進而呈現愛爾蘭的民族性與社會性。這些都是以作家

                                                 
1 黃伯思：《東觀餘論》（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74年），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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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地為寫作題材的例子，這類作品的在地色彩成了作品的靈魂所

在，《將台南種佇詩裡》的寫作，展現的也是這樣的精神。 

    若將《將台南種佇詩裡》的內容進行分類，則其對於居住地的描

寫，約可分為如下幾類： 

 

（一）台南的古蹟 

    台南素有府城、古都之稱，從明鄭時期一直到清朝光緒十一年間，

臺灣的行政中心都是在台南，所以台南的開發非常早、非常繁榮，也

因此留下許多寶貴的古蹟。目前內政部所勘定的一級古蹟中，台南市

就擁有七座，而這七座一級古蹟，也成了詩集描寫的重點項目。我們

看到這七座古蹟在詩人妙筆下，一一道出了各自的生命、各自的歷史

刻痕，讓讀者在字裡行間讀取這七座古蹟的百年記憶。且看其＜安平

古堡＞一詩： 

夕陽輕輕仔探問石階╱一六六二彼年的湧有偌  ╱砲喙金

金相西線╱城牆歹刺刺戒備╱往來攏是滾笑聲2

安平古堡為荷蘭人所建，初名「熱蘭遮城」，為荷蘭人治台的行政中心。

鄭成功趕走荷蘭人後，此地又成為鄭氏治台的據點，展開反清復明的

大業。正因此城背負著許多權力的更迭興衰，所以詩人書寫時也側重

於戰事的描繪，所謂「砲喙」、「歹刺刺戒備」等語彙，道出了此城濃

濃的煙硝味。 

    再看其＜下晝的孔廟＞一詩： 

風輕輕仔朗誦論語：╱宰予晝寢⋯⋯╱兩千五百年後的今也

日╱厝角鳥仔叫孔子公╱精神起來3    

台南孔廟建於一六六五年，是明鄭時期陳永華奏請鄭經所立，為台灣

最早的學校，故又有「全臺首學」之稱，對於推動台灣的文教，有極

為巨大的貢獻。此詩以孔子為主角，採取輕鬆俏皮的方式，說微風正

                                                 
2 方耀乾：《將台南種佇詩裡》（台南：台南市立圖書館，2002年），頁 26。 
3同上註，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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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輕朗誦《論語》中「宰予晝寢」的語句，藉此借喻已沉睡二千餘年

的孔子，然後再將鏡頭轉移到孔廟中隨處飛舞的「厝角鳥仔」（即麻雀）

身上，並想像吱吱喳喳的麻雀聲，正企圖喚醒沉睡中的孔子。這首詩

並沒有著眼於孔子及先聖先賢的志業進行描寫，也沒有描述孔廟中偉

岸壯麗的建築或是年代久遠的古器物，只是捕捉了廟中麻雀的身影，

看起來似乎沒有抓到孔廟真正要重要的核心點，然而仔細思考的話我

們將發現，孔廟中奉祀的先賢、保存的器物以及美麗的建築，真要詳

細寫的話，那將需要多少篇幅的長詩才能道盡？所以詩人以簡御繁，

以麻雀聲喚醒孔子為敘述點，看來似乎無關緊要，但孔子的甦醒正暗

示著孔廟精神的再起，暗示著古道、古風的重現，這對於挽救日益頹

圮的社會風氣，不正是最具意義的嗎？所以此詩看似平淡，其實卻有

濃濃深意含蘊其中呢！ 

 

（二）台南小吃 

    台南小吃遠近馳名，雖然沒有高級餐廳的排場與精緻菜色，但道

地的家鄉口味以及濃濃的人情味，卻也使人獲得無盡的滿足。筆者在

外求學及工作的十餘年間，除了思念故鄉親人外，最懷念的便是台南

的小吃。然而思念之餘，卻從來不曾動念要將這些小吃寫入詩中，今

覽讀詩人對於台南小吃的描述，不得不感佩詩人心思的細膩以及對於

家鄉味的執著。且看其＜度小月擔仔麵＞一詩： 

異鄉的月是╱一碗麵╱╱「台南，一張」╱車內濃濃隆隆的

芳味4

擔仔麵可說是台南小吃中最富盛名的一種，小小的碗中盛著Q嫩耐嚼

的麵條以及香醇可口的肉燥，若外加一顆魯蛋，則口味又更豐富了。

詩人以短短四行詩，訴說擔仔麵的風味，雖然只是短短四行，卻有著

新奇的變化，首先詩人將「度小月」5賦予新義，解成「異鄉的月」，

                                                 
4同上註，頁 44。 
5 「度小月」原指度過經濟不景氣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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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的美感便乍然浮現；再者，擔仔麵的香醇肉燥，透過刻意的語音

修辭，將香味「濃濃」與車聲「隆隆」連接在一起，形成極為趣味的

文字組合。 

    再看＜再發號肉粽＞一詩： 

每一粒攏是╱府城厚厚重重的情意╱到今咱的愛情猶閣有

粽味6

再發號肉粽是台南極知名的肉粽店，以料好實在聞名，每一顆粽子是

又大又飽滿，雖然售價較高，但豐富的料理實在令人回味無窮。正因

為再發號的粽子大又飽滿，極具份量，所以詩人藉由此一特色進行轉

換，說它具有「府城厚厚重重的情意」，這其實是以粽子的重量來比喻

情意之重，而此一情意，正是男女間濃濃的愛意，所以詩人說：「到今

咱的愛情猶閣有粽味」，將兩人一路走來同食肉粽的情愛滋味，做一深

刻的回憶。 

    除了上述二詩外，＜永泰興蜜餞＞、＜萬川餅舖＞也是介紹台南

小吃的作品，同樣具有濃厚的地方風味。閱讀這些詩歌，真使人不由

自主地引動舌間酸甜苦辣的各式味道，同時也咀嚼了府城百年來的飲

食文化，令人回味不已。不過唯一比較可惜的是，台南小吃式樣極多，

除了上述四者外，像炒鱔魚、棺材板、鼎邊銼、虱目魚粥、蝦捲⋯⋯

等等也極具特色，若能更廣泛的介紹，必然更能呈現台南小吃的完整

面貌。 

 

（三）台南文人 

    台南自明、清以來一直是人文薈萃之地，文風鼎盛，自然也產生

了許多有名的文人。這些文人也受到詩人的注意，分別在詩集中呈現

了各自的面目。如其書寫沈光文，就著重在沈氏對於中國故鄉的思念，

詩云： 

我熟似汝╱佇汝過身了後三百外冬╱咱不時佇暗暝相約╱

                                                 
6方耀乾：《將台南種佇詩裡》（台南：台南市立圖書館，2002年），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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阮兜開講╱汝的目頭常結一蕾烏雲╱「歲歲思歸思不窮」╱

「夢裡家鄉夜夜還」╱我想我會當了解╱佇目加溜灣西爿的

海墘╱夜星含著珠淚╱汝將鄉愁輕輕仔掖踮海裡7

沈光文原為明朝進士，中國浙江省鄞縣人。他在明永曆三年（1649）

因颶風飄流至台灣，遂定居於台灣，並終老於台灣。他對台灣的文學

與文化傳播有很大的貢獻，他曾在目加溜灣社（今台南縣善化一帶）

教授生徒，晚年又與季麒光等人組織「東吟社」，提倡詩文，後人尊稱

他為台灣文獻（學）初祖、台灣孔子、開台先師、台灣第一士大夫等

等。光文在台灣雖然受到人們的敬重，但他日思夜想的還是大陸的故

鄉，還是他的妻兒，所以在他的作品中出現了許多懷鄉的詩歌8，以表

達對於故土的思念。因為此一緣故，所以詩人書寫沈光文，也偏重於

其懷鄉情思的刻劃，說他「將鄉愁輕輕仔掖踮海裡」，又說他因思念故

鄉而「目頭常結一蕾烏雲」。 

    除了對早期古典文人的緬懷外，詩人也描寫了日治時期的台南文

人，如其寫楊逵說： 

一個母親╱愛飼幾擺的奶╱囡仔才會大漢╱一個作穡人╱

愛沃幾擺的水╱樹仔才會大欉╱汝的奶╱細細粒脯脯脯╱

毋過誠補╱飼阮即個嬰五十外冬╱毋捌喝艱苦╱＜送報紙

的＞是予阮的第一喙奶╱欲飼大台灣文學的紅嬰╱＜和平

宣言＞是予阮的第一桶水╱欲沃大新理想國的樹欉╱無疑

誤汝拍拼所趁的是╱幾偌擺免錢的牢飯╱從此以後╱汝毋

愛用筆╱汝欲用鋤頭╱給歌詩寫佇土地╱一掘一桶水╱一

掘一喙奶╱汝是台灣文學的阿娘9

楊逵（1905-1985）是台南縣新化人，本名楊貴，除楊逵外，尚有伊東

亮、公羊、狂人等筆名。他是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的代表作家之一，1932

                                                 
7同上註，頁 50。 
8 沈光文懷鄉詩甚多，余昭玟就曾針對這些詩歌進行研究，並撰文發表於第 243期的《中
國文化月刊》，論文題目為＜沈光文與臺灣的懷鄉文學＞。 
9方耀乾：《將台南種佇詩裡》（台南：台南市立圖書館，2002年），頁 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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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在《臺灣新民報》發表小說＜送報伕＞，對於殖民下的台灣苦難表

達深切的省思，1934年此文入選東京《文學評論》徵文賽二獎。除了

陸續發表文章外，楊逵也成立文學社團，並辦理文藝刊物，是當時極

為活躍的文壇健將。除了致力於文藝之外，他也關心百姓的權益，在

日治時期曾因參與農民運動而數度入獄；在 1949年又因為發表＜和平

宣言＞，呼籲國民政府要避免台灣發生戰亂，並尊重台灣人民意志，

儘速還政於民。這些言論對於台灣的和平穩定具有實質性的助益，不

過不見容於當道，楊逵也因此入獄達十二年之久。楊逵晚年隱居於東

海花園（在東海大學附近），墾園度日，過著植花蒔草的閒適生活，此

時的他以鋤耕代替筆耕，一派不染俗世塵煙的陶然模樣。本詩對楊逵

的描寫，也大抵著眼於這些重要的生平事蹟，詩中所提＜送報紙的＞

便是指楊氏小說＜送報伕＞；「幾偌擺免錢的牢飯」，則是指楊氏入獄

之事；「汝毋愛用筆╱汝欲用鋤頭╱給歌詩寫佇土地」，則是指楊氏晚

年隱居東海花園的農耕生活。對於這樣一位台灣文壇的達人，詩人最

後以「汝是台灣文學的阿娘」來表達對於他無限的敬意。 

    除了沈光文與楊逵外，以《臺灣通史》著稱的連橫，以及鹽分地

帶文學領袖吳新榮、郭水潭等，也都出現在詩人的作品中，這些台南

文人各具面貌，在詩人的筆下也呈現了各自不朽的風采。 

 

（四）台南的地理景觀 

    對於台南的地理景觀，詩人談到的主要有四首，分別是＜五條港

哀歌＞、＜金色的曾文溪＞、＜七股潟湖＞、＜思念故鄉－海寮＞等。

＜五條港哀歌＞談的是十八世紀台南五處商港的景觀及其興衰；＜金

色的曾文溪＞，談的則是黃昏時曾文溪的美麗景致。這兩首詩的文辭

同樣的優美，而情感的鋪陳也流露出詩人慣有的柔婉韻致，值得玩味。

至於＜七股潟湖＞一詩，由於是濕地形態，是保育類候鳥黑面琵鷺以

及白鷺鷥等水鳥的棲息地，所以詩人著重於環保意識的灌注，將潟湖

若干土地開發成濱南工業區後，可能造成的生態破壞做了預言式的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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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詩人說： 

聽講有人鼓舞汝╱塑身減肥╱五四三的腰身上四配╱欲佇

汝的身軀搭舞台╱奏重金屬的音樂╱用五彩油畫故鄉╱到

時斜西的風釣煙筒管╱到時白鴒鷥去異鄉唱黃昏的故鄉╱

到時蚵仔吼救救揣無蚵仔架10

濱南工業區的開發，主要是做為煉鋼廠使用，這種重工業的污染，不

但釋放大量二氧化碳造成溫室效應，也會排放大量廢水污染土地與河

川，屆時空氣變糟了，水鳥棲息地破壞了，出海口的水質也污染了，

所以詩人預言日後黃昏的風，垂釣的不再是夕陽，而是「煙筒管」；白

鷺鷥必須遷移至他處，哀怨地唱著歌曲「黃昏的故鄉」；蚵仔因為出海

口水質不佳，無法生存，哀號地四處尋找「蚵仔架」以求生。這些景

象並非危言聳聽，若非當時環保與文史團體群起抗爭，阻止濱南開發

案，今日七股潟湖的景觀恐怕將如詩人所言一般，呈現生態浩劫後的

淒涼景象。 

    至於＜思念故鄉－海寮＞一詩，談的是詩人祖籍地安定鄉海寮

村。詩中談到海寮的寺廟、父母親的身影、牛車、火車、禾稻、西瓜、

排筏、蘆筍、村民等等，透過回憶式的陳述，將腦海中的海寮村以最

真實、最熨貼的筆調勾勒出來，詩末並道出對海寮的整體感受說：「故

鄉是一矸用鄉愁寬寬仔激出來的酒╱逐喙都予汝╱醉茫茫」11表達詩人

靈魂陶醉於故鄉的甜蜜心情。 

 

（五）台南的動植物 

    台南的動植物，有些存在與市區，有些存在於郊野，由於所處地

理位置不同，展現的景觀也不一樣，然而都有其可愛與值得駐足欣賞

之處。如詩人所寫＜鳳凰花＞一詩： 

佇六月的日頭下╱上愛佇小東路╱開營火晚會╱阮是一枝

                                                 
10同上註，頁 76-77。 
11同上註，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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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枝的火把╱徛佇路的二爿╱喊喝一個夏天的熱情╱人講

阮是╱離別的象徵╱引動人的愁情╱毋過╱阮欲歡喜邀請

逐家╱來開營火晚會╱佇六月的日頭下12  

台南市以鳳凰花多而聞名，火紅的花朵綻放於熱情的六月，整排的鳳

凰木開成一條紅火帶，不僅壯觀，也帶動了炎夏的氣氛。詩人所寫的

鳳凰花，地點是在小東路，成功大學的旁邊。由於六月正好是學生畢

業的時候，所以鳳凰花也含帶著離別的情感，詩人以此為切入點，說

此花「引動人的愁情」，正彰顯了鳳凰花最為突出的意象。 

    ＜徛挺挺的紅＞一詩，也是以植物為書寫對象，它寫的是台南縣

白河鎮的蓮花。近年來在台南縣政府有意的推廣下，白河的蓮花季已

是著名的觀光點，每年六、七月蓮花盛開時，總吸引大批遊客前來觀

光，各式各樣、純淨無瑕的蓮花，令人徘徊不忍離去，詩人以此為素

材，以詩歌記錄這令人感動的人間仙品。 

    ＜魚雨＞和＜白鴒鷥＞二詩，寫的是動物，都是以白鷺鷥為題材，

地點都是在七股的濕地。現在我們來看其＜魚雨＞一詩： 

毋是刁故意闖入去，闖入去彼片，彼片防風林，防風林的

溫暖，溫暖的親情。 

魚對天而降，降成雨，雨淋著我的驚惶，驚惶的汝。 

喙對喙，喙授魚，魚的儀式，儀式斷，斷成防風林的風，風

中的我。13

這首詩以形式而言，是首散文詩，寫白鷺鷥啄食小魚，在受到人的驚

擾後，魚自嘴中掉落，遂在空中形成一片魚雨的景象。雖然筆者不曾

身歷其境，但從詩中的描述進行冥想，亦可想見其壯觀美麗的一幕。

此詩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地方是全詩分為三節，每節各數句，而每節的

句子間都採用了頂真14的修辭法，亦即上句的末尾成為下句的起首，此

                                                 
12同上註，頁 87。 
13同上註，頁 90。 
14 黃慶萱說：「前一句的結尾，來作下一句的起頭，叫作頂真。」見氏著：《修辭學》
（台北：三民書局，1992年，增訂 6版），頁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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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辭的經營，不但增加了文字的趣味，也強化了詩歌的節奏，堪稱

此詩一絕。 

 

（六）台灣的書寫 

    除了以台南為軸心進行書寫外，詩人也將觸角延伸至整個台灣，

寫台南以外的人事物，這可以說是此一詩集地方性色彩的擴大，從居

住地擴展至國家，而細觀其理念，不變的仍是濃濃的本土味與在地精

神。今歸納這部分的作品，約可分成三類： 

 

1.台灣的歷史 

    書寫台灣的歷史，不是一件容易的事，台灣四百年的文獻歷史中，

政權的更迭十分頻繁，要以詩歌進行陳述，實非易事。然而詩人秉持

以詩為史的精神，在＜我是台窩灣擺擺＞一詩中，以誠摯動人的語言

娓娓述說台灣的因革過往，讓我們藉由讀詩了解我們的歷史。此詩透

過一位台窩灣（平埔族社名）擺擺（平埔族西拉雅語，少女之意）之

口，從荷蘭政權講起，穿過明鄭時期、清領時期、日治時期，一路講

到國民政府的統治，其間台灣人民的心酸血淚都在字裡行間迸裂出

來，形成對外來政權最有力的控訴。今姑引詩中清朝統治台灣一節，

以窺端倪： 

1683年清國頭殼頂的猪尾╱給阮海國的麻達、擺擺╱繏牢

咧╱叫阮愛變成曲痀蝦╱皇國的姿態thun踏阮的胸坎╱牛

pi的食樣吸阮的骨髓╱三年官，兩年滿╱阮只有用身軀做

盾牌╱用雙手做刀銃╱三年一個小革命╱五年一個大革命

╱無奈台窩灣的海風╱猶原愛唱兩百十二冬的悲情曲15

詩中談到清朝政權的高傲與蠻橫姿態，強迫台灣百姓屈從其政權的不

當要求，而且外放至台灣當官，在離鄉背井之餘，終日魂繫故鄉、無

心政事，三年的任期剛做滿兩年，就已處於離退狀態。在這樣的主政

                                                 
15方耀乾：《將台南種佇詩裡》（台南：台南市立圖書館，2002年），頁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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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態下，難以真正花心思來治理台灣，而且貪污舞弊事件叢生，台灣

社會不安定，百姓不得已起義抗暴，然而清朝官員不思檢討，卻一味

斥責台民「三年一小反，五年一大反。」其實若就事實觀之，台民之

所以起兵抗清，實有官逼民反的因素在內16，有鑑於此，詩人以「革命」

來取代「反」字，表達對於台灣在地百姓的同情以及支持的態度。 

 

2.台灣的災難 

或因天災，或因人禍，台灣的災難時有所聞，這些災難有些發生

在人的身上，有些發生在自然界，有些則是攸關國家命運，這些都是

詩人關心的重點。如其＜台灣無時行流目屎＞一詩： 

昨瞑青翠的山坪猶咧伴阮算天星╱一開喙  二千個屍體╱

一翻身  一萬間厝╱親蜜的汝赫爾大的恨意╱毋過阮無恨

汝╱阮干礁恨阮家己╱家己的同胞用耬塗機耬汝的胸坎╱

用挖塗機挖汝的腹肚17

這首詩談的是民國八十八年九月二十一日台灣發生大地震的情形，當

時台灣中部受創最嚴重，地表裂開、地層下陷、房屋傾倒、山壁崩落

等等的災難，讓台灣頓時陷入愁雲慘霧之中。這種天災，雖然導因於

地層板塊移動所致，但人類不當地開發自然、掠奪自然，造成自然環

境的急遽改變，也是天然災害愈益頻繁、愈益嚴重的主因。就以地震

來時山壁崩落為例來看，如果我們做好森林的維護，不濫墾爛伐，讓

樹木保持土壤的密實，就能防止山壁過度崩落。生態學家陳玉峰曾撰

＜山林與地震＞一文說： 

就山林而言，地震的顯著立即影響即山崩。⋯⋯1942

                                                 
16 清代臺灣民變頻仍，因素很多，但據學者研究顯示，許多民變之所以發生，乃肇因
於清朝治台官員貪污腐敗、顢頇專擅的結果，在生計艱難的情況下，百姓只好起事抗暴。

對此，劉妮玲、翁仕杰、謝國興等人都進行了分析。相關資料分見劉著：《臺灣的社會

動亂－林爽文事件》（臺北：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頁 67-103；翁著：

《臺灣民變的轉型》（臺北：自立報社文化出版部，1994年），頁 59-62；謝著：《清

代臺灣三大民變：官逼民反》（臺北：自立報社文化出版部，1993年）。 
17同上註，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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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倉田武比古寫了一篇「地震與森林」，即在分析森林

具有保衛山地免於地震時崩塌的現象。⋯⋯森林之所以

能夠防止山崩，可由欠缺森林的坡地現象推演。例如非

森林的坡地，雨水易侵蝕滲、透導，致地層的不穩定，

逕流下侵後當然迫令地層鬆弛。欠缺森林覆蓋將使地下

水位上升，形成表層地層易於移位。林木根系相當於密

密麻麻的定樁，且隨時可更新 

、生長與延竄，填補空隙（當然也會蝕解岩層），正負面

相權衡，仍然是無比的安定作用。18

根據文中的說法，林木的根像「密密麻麻的定樁」，能使土壤密實，

所以不易崩塌，可防止地震帶來山崩的危險。所以我們平時保持

山林的完整，不隨意破壞，九二一大地震時山岳崩塌的情形必然

不會如此嚴重。詩人在詩中表達不怨恨大自然的反撲，只怨恨台

灣百姓對於山林的濫挖濫伐，表達的正是這個意思。 

    其餘描寫台灣災難的詩，如＜福爾摩莎短歌‧14 號作品＞，也是

寫台灣的地震。至於＜一條索仔就好＞，則是悼念 2000年 7 月 28 日

發生在嘉義的八掌溪事件，當時有三名工人受困在八掌溪的激流中，

由於各救援單位的推諉與延誤，讓三名工人在溪中與大水搏鬥了數小

時，最後因體力不支，在眾目睽睽之下隨波臣而去。＜福爾摩莎短歌‧

27 號作品＞，則是描寫二十世紀末期台灣頻頻發生的空難事件。＜11

號作品＞則是描寫車禍。＜17 號作品＞是以綠島為題材，控訴台灣的

人權災難。＜18 號作品＞及＜26 號作品＞，寫台灣生物被人們迫害，

難以繁衍的災難。＜25 號作品＞則是感嘆台灣被國際孤立的苦難。 

 

3.台灣民情素描 

    在詩集的第五輯中，收了四十首三行形式的短歌，這些短歌沒有

特定題目，只以阿拉伯數字進行編號，詩人自言這些作品是台灣的浮

                                                 
18 陳玉峰：《土地倫理與 921大震》（台北：前衛出版社，2000年），頁 1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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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繪，亦即將台灣的社會百態用短短的詩歌素描出來。綜觀這四十首

作品，除了部分是描寫台灣的災難外（如上文所述），大抵都是以百姓

生活情態為描寫對象，如＜4號作品＞： 

半暝一點╱麵擔的頭家╱收成一天滿足的疲勞19

詩中將麵店生意的忙碌情形，以及老闆辛勤認真的態度，進行速寫。

再看＜8號作品＞： 

教室╱粉筆╱老師寫囡仔的命運20

此詩是以師生間上課情形為素材，將老師對於學生一生的影響，在短

短三行間勾勒出來。又如＜34 號作品＞，是諷刺台灣權貴富豪飲食奢

華的情形，詩云： 

兩萬箍一粒的鮑魚╱臭臊的聲色饗宴╱坐一仙一仙的稻草

人21  

詩中以兩萬元一粒的鮑魚形容人們的奢華，以「臭臊的聲色饗宴」形

容人心的靡爛，以「坐一仙一仙的稻草人」形容這些權貴的空虛靈魂。

詩中雖無一字之貶斥，但貶斥之心卻異常鮮明。 

    除了對上述三類人物的素描外，其餘像老人、少婦、農民、工人、

股民、檳榔西施、廚師⋯⋯等等，也一一進入詩人筆下，成為歌詠的

對象。這樣的短歌，雖然無法像中長篇的詩歌一樣做較深入的刻畫，

但它的速寫功能卻能隨時隨地將生活周遭之人事物化入筆端，是記載

台灣社會百態最有利的武器。 

 

三、以形式變化豐富詩歌面貌 

 

（一）修辭技巧的變化 

      修辭技巧的運用對於文章而言是不可或缺的，它能使文意妥

                                                 
19方耀乾：《將台南種佇詩裡》（台南：台南市立圖書館，2002年），頁 100。 
20同上註，頁 103。 
21同上註，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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切、文辭優美，也能使形式更具變化，讓文章的藝術張力更為厚實與

飽滿。正因如此，每位詩人進行創作詩不可避免的都會運用修辭技巧。

雖然修辭技巧普遍存在於詩人的作品中，但由於詩人才性、習慣、偏

好的不同，以及文章需求的不同，對於修辭技巧的運用也存在著差異，

從中可以看出詩人各自的修辭特色。就詩人此一詩集的修辭觀察，其

常用的修辭法約有如下幾類： 

 

1.對偶 

對偶在詩文中的應用十分普遍，它是指兩個句子字數相等、平仄

相對，以及相同位置的字詞，其詞性相同的修辭手法。對偶的運用，

能造成形式上的對稱與工整，有助於營造作品的形式美感。歷來文學

理論對於對偶的種類說法很多，分類的方式也很紛雜，沒有統一的講

法。例如中國古代文論名著《文心雕龍‧麗辭》篇中，就曾將對偶分

為言對、事對、正對、反對四種；《文鏡秘府論》則分為的名對、隔句

對、雙擬對、聯綿對、互成對、⋯⋯等二十九類；大陸學者王力在《漢

語詩律學》中則分為十一大類，計二十八種。由所舉這幾個例子來看，

便可明白歷來文家對於對偶的分類各有看法，有些分得過於瑣細，有

些則闕漏未備。黃慶萱《修辭學》一書，曾刪繁就簡地將對偶概分為

四大類，依序是句中對、單句對、隔句對、長對。22此種說法簡要明確，

頗為適用。若依此為分類依據則詩集中作品的對偶運用，大致有句中

對、單句對、隔句對三種。 

    在句中對的部分來看，所謂句中對，是指一個句子中，有兩個詞

彙相互對仗。例如＜14 號作品＞：「地牛翻身╱土地百姓╱肝吼腸哭」
23詩中有兩行使用了句中對，第二行「土地」對「百姓」；第三行「肝

吼」對「腸哭」。又如＜12 號作品＞云：「阿婆仔佮阿公仔」，詩中的

「阿婆仔」與同句的「阿公仔」相對仗，故屬句中對。句中對的使用，

                                                 
22黃慶萱：《修辭學》（臺北：三民書局，1992年，增定六版），頁 457。 
23方耀乾：《將台南種佇詩裡》（台南：台南市立圖書館，2002年），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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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加強句子自身的凝鍊性，也有助於句勢的厚重，可惜集中只有此處

使用句中對。 

    在單句對的部分，則是指上下相連的兩個句子彼此相互對仗。例

如＜五條港哀歌＞云：「人聲滾滾╱船貨躉躉」，這上下兩句是互相對

仗的。又如＜白翎鷥＞一詩云：「透早飛出快樂的出帆╱暗頭飛入黃昏

的故鄉」24這上下兩個句子也是相互對仗的。除了這兩首作品外，集中

使用了單句對的作品還有＜大天后宮沉思＞、＜台灣無時行流目屎

＞、＜10 號作品＞、＜20 號作品＞、＜21 號作品＞、＜22 號作品＞、

＜24 號作品＞等等。 

    至於隔句對的部分，所謂隔句對，是指第一句和第三句對，第二

句和第四句對的對仗方式。例如＜楊逵的奶水＞一詩：「＜送報紙的＞

是予阮的第一喙奶╱欲飼大台灣文學的紅嬰╱＜和平宣言＞是予阮的

第一桶水╱欲沃大新理想國的樹欉」25；又如＜吳新榮倒返來＞一詩：

「鹽分地帶有汝的血汗╱我一定欲予伊閣甲有餡╱南瀛地區有汝的跤

跡╱我一定欲予伊閣甲會贏」26。兩首詩中，都是第一行對第三行，第

二行對第四行，所以是隔句對。 

 

2.譬喻 

    譬喻是文學修辭的寵兒，出現的頻率很高，受到文人普遍的喜愛。

譬喻的種類很多，一般比較常見的有明喻、隱喻、借喻三種，這三種

譬喻法在詩集中都有所運用，其中以隱喻、借喻用得最多，以下分別

論述之。 

    以明喻而言，所謂明喻，陳望道說： 

是分明用另外事物來比擬文中事物的譬喻，正文（指喻體）

和譬喻（指喻依）兩個成分不但分明并揭，而且分明有別，

                                                 
24同上註，頁 91。 
25同上註，頁 57。 
26同上註，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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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兩個成分之間常有「好像」、「如同」、「彷彿」、「一樣」

或「猶」、「若」、「如」、「似」之類的譬喻語詞綰合它們。27

這段話將明喻的定義作了詳細的說明，若簡單來說，明喻的公式如下，

即喻體＋譬喻詞＋喻依，而其譬喻詞，一般是使用「像」、「猶」、「若」、

「如」、「似」、「彷彿」等具有「好像」的意思者。且看詩集中＜佮沈

光文夜談＞云：「汝敢會像 80、90 年代的老榮民╱相見不如莫見╱閣

飛倒轉來╱熟似的異鄉」，詩中的「汝」是喻體，「老榮民」是喻依，「像」

是喻詞，所以是明喻法，以老榮民比喻沈光文。再看＜思念故鄉－海

寮＞云：「歲月洄游親像溯源的魩仔魚╱阿爸舉鋤頭的姿勢宛若生龍活

虎」，詩中「歲月洄游」及「阿爸舉鋤頭的姿勢」是喻體；「魩仔魚」

及「生龍活虎」是喻依；「親像」及「宛若」是喻詞，都有好像的意思，

這是明喻的手法。除了上述二詩，＜汝來看我－夜讀《郭水潭集》＞，

也有明喻的使用。 

    接著看隱喻法，陳望道說：「明喻的形式是『甲如同乙』，隱喻的

形式是『甲就是乙』。明喻在形式上是只是相類的關係，隱喻在形式上

卻是相合的關係。」28

由是可知，隱喻和明喻的不同點只在於喻詞，明喻的喻詞是「如同」

（好像），而隱喻的喻詞是「就是」。所以隱喻中中的喻體和喻依，比

此屬於等同的性質。例如詩集中＜一九九五年父親節紀事＞云：「飯是

正好催眠的良藥」，以催眠藥做為喻依，來比喻飯（喻體），而以「是」

為喻詞，這表示飯就是那催人欲眠的藥物，吃完後令人昏昏欲睡。再

看＜再發號肉粽＞一詩：「每一粒攏是╱府城厚厚重重的情意」，以「府

城厚厚重重的情意」（喻依）來比喻「每一粒（粽）」（喻體），而以「是」

為喻詞，這正是隱喻格的運用。  

    最後是借喻，黃慶萱說：「凡將『喻體』、『喻詞』省略，只剩下『喻

                                                 
27陳望道：《修辭學發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頁 72-73。 
28同上註，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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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的，叫作『借喻』。」29之所以只講喻依，而省略喻體和喻詞，目

的就在於隱藏文章真正的意旨而留下想像空間，讓讀者進行推敲，所

以使用借喻法常使作品存在著言外之意，增加了閱讀的挑戰性與趣味

性。例如＜安平古堡＞一詩云：「夕陽輕輕仔探問石階╱一六六二彼年

的湧有偌峘」，詩中採用擬人法，以夕陽的口吻詢問安平古堡的石階

說：「一六六二彼年的湧有偌峘」，這詩表面上是問「湧有偌峘」，但實

際上是問「戰火有多猛烈」，因為一六六二年是鄭成功將荷蘭人趕出「熱

蘭遮城」（今安平古堡）的時候，所以真正意義是問「戰火」，而不是

問「湧」，詩人只是借「湧」這個喻依，來比喻「戰火」這個喻體。詩

句中從頭到尾只有出現喻依，而看不到喻體、喻詞，這正是所謂的借

喻法。再看其＜楊逵的奶水＞一詩：「一個母親╱愛飼幾擺的奶╱囝仔

才會大漢」，詩中的三句話每一句都用了借喻，第一句是借「母親」為

喻依，以比喻「台灣文學先賢」（喻體）；第二句是借「奶」為喻依，

以比喻「文學作品」（喻體）；第三句是借「囝仔」為喻依，以比喻「台

灣後代子孫」（喻體），所以若還原詩人真正的本意，這三行詩的原意

應該是「一個台灣文學先賢╱應該創作多少文學作品給台灣人╱後代

子孫才會懂事知道要愛護台灣」，所以詩歌的文字呈現的只是表面意

義，真正的意義其實被隱藏了；這也就是說，詩人寫出來的只是喻依，

而代表真正意義的喻體被省略掉了，這就是借喻法的運用。

                                                 
29黃慶萱：《修辭學》（臺北：三民書局，1992年，增定六版），頁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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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譬喻格作品一覽表 

詩題 譬喻種類 詩集頁碼 

我是台窩灣擺擺 隱喻、借喻 12-19 

五條港哀歌 隱喻、借喻 20-25 

安平古堡 借喻 26-27 

一九九五年父親節紀事 隱喻、借喻 39-42 

度小月擔仔麵 隱喻 44 

再發號肉粽 隱喻 45 

佮沈光文夜談 明喻 50-53 

連雅堂拍開我的目睭 借喻 54-56 

楊逵的奶水 隱喻、借喻 57-59 

汝來看我－夜讀《郭水潭

集》 
明喻、隱喻、借喻 63-68 

思念故鄉海寮 明喻、隱喻 70-72 

七股潟湖 借喻 76-78 

一條索仔就好 隱喻 81-82 

屈原過台灣 隱喻、借喻 83-84 

白鴒鷥 隱喻 91-92 

五分仔車 隱喻 93 

 

3.排比 

    所謂排比，倪寶元說：「是指用一長串（三個以上）結構相似、意

義相近、語氣相同的語句，來表達相似或相關意思的一種辭格。」30這

種修辭法，能增長文章的氣勢與意義的深度，而且結構相似的句子接

二連三的出現，在數大就是美的原則下，形式的美感也就浮現了。在

                                                 
30 倪寶元：《大學修辭》（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頁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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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方面，詩人的運用可謂相當搶眼，詩集中使用排比者即有十首之

多。如其＜汝來看我－夜讀《郭水潭集》＞一詩：「白色的鹽埕猶在咧

╱藍色的大海猶在咧╱炎炎的香火猶在咧╱鹹鹹的文風猶在咧」31詩中

的四行句子，都使用了結構相似的語句（⋯⋯的⋯⋯猶在咧）來表達

相似的意涵，亦即鹽分地帶的文藝氣息仍然存在，所以這是一個典型

的排比句式。又其＜用跤畫出台灣＞一詩：「行過草埔╱行過田路╱行

過風雨╱行過爛土╱行過山墘╱行過海邊╱行過豔天╱行過暗暝╱行

過南北西東╱行過每一個年冬╱行過風姨月娘看顧的菅芒╱行過美麗

的台窩灣」32此處一口氣使用十二個結構相似的語句（行過⋯⋯）來表

達台灣各地的景物，這種相似語句的重複性出現，除了在形式上造成

震撼效果外，也加強了詩歌的節奏性，非常值得咀嚼再三。 

    除了上引二詩外，其＜五條港哀歌＞、＜轉來赤崁樓＞、＜思念

故鄉－海寮＞、＜七股潟湖＞、＜徛挺挺的紅＞、＜白翎鷥＞、＜22

號作品＞、＜28 號作品＞等詩，也都有精彩的排比句法，深化了作品

的形式美感。 

 

4.轉化 

    轉化，亦稱移就，黃慶萱解釋其義說：「描述一件事物時，轉變其

原來性質，化成另一種本質截然不同的事物，而加以形容敘述的，叫

作轉化。」33簡單地說，就是將某一事物的本質，移轉到另一件事物上，

使其產生錯置後的新奇效果。此一修辭法在詩集中用得非常多，共有

十五首作品使用此一辭格。例如＜探訪億載金城＞一詩云：「十公尺外

安平港的釣客╱風中釣起一座遺忘」34詩中所謂「釣起一座遺忘」，便

運用了轉化的辭格，「遺忘」是無法被釣起的，所以是將「魚」的本質

                                                 
31方耀乾：《將台南種佇詩裡》（台南：台南市立圖書館，2002年），頁 65。 
32同上註，頁 85。 
33黃慶萱：《修辭學》（臺北：三民書局，1992年，增定 6版），頁 267。 
34方耀乾：《將台南種佇詩裡》（台南：台南市立圖書館，2002年），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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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至「遺忘」的上頭，才能被釣客釣起。再看＜金色的曾文溪＞一

詩：「阮等待夜空慢慢仔網起來╱一暝的星」35此處有兩個事物使用了

轉化格，一是夜空，一是星星。前者是被移接了「網子」的本質，所

以能網起「一暝的星」；後者是被移接了「魚」的本質，所以能被「夜

空」網起。又如其＜白鴒鷥＞一詩云：「我將七股的藍天倒入去耳孔╱

聽見會飛的音階」36這裡將「聲音」以及「水」的本質，移轉到「七股

的藍天」上頭。因為具備了「聲音」的本質，「七股的藍天」才能被「耳

孔」聽見；因為具備了「水」的本質，「七股的藍天」才能被「倒入」

耳孔內。 

    除了上引三詩外，其餘像＜五條港哀歌＞、＜一九九五年父親節

紀事＞、＜汝來看我－夜讀《郭水潭集》＞、＜思念故鄉－海寮＞、

＜七股潟湖＞、＜用跤畫出台灣＞、＜2號作品＞、＜4號作品＞、＜

5號作品＞、＜8號作品＞、＜16 號作品＞、＜17 號作品＞等等，也

都有轉化格的使用。從上引詩例來看，此種辭格的使用，乍看之下似

乎十分突兀，因為將甲事物的本質移轉到乙事物之上，本來就不合常

理，但是這種不合常理的背後，正展現出詩人無盡的創造力與想像力，

藝術的美感與張力，也就油然而生。成偉鈞曾稱揚此種修辭方法的特

色，說它「是一種超乎常格的語言現象，也是詞語搭配的創造性運用，

在文學作品中很易見到。從語言邏輯關係上看，似乎不合規範、不合

情理，但在具體的語言環境中，它卻能夠賦予一個詞語以新的意義，

在新的語言環境中改變搭配關係。⋯⋯它雖不具備穩固的『約定俗成』

的品格，但卻為人們所理解，為擴大語言對環境的適應性，增強語言

表達效果，展開了新的前景。」37因此在詩人大量運用轉化格的情況下，

整部詩集的閱讀效果，每每有新奇創新，令人愛不忍釋之處。 

 

                                                 
35同上註，頁 74。 
36同上註，頁 91。 
37成偉鈞、唐仲揚、向宏業合著：《修辭通鑑》（臺北：建宏出版社，1996年），頁 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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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複疊 

    詩集中使用複疊的地方很多，是所有修辭格中使用最多的。所謂

複疊，它其實是四個修辭格的綜合體，這四個辭格分別是複字、複句、

疊字、疊句，以下我們便來看看此一詩集對複疊格的運用情形。 

    就複字而言，它是指一個句子中，相同的字重複地間隔出現。例

如＜我是台窩灣擺擺＞一詩云：「一籠一籠的魚倒出╱一船一船的笑

聲」，詩中第一行的一、籠，第二行的一、船等字，都是間隔性地重複

出現，故屬複字。再看＜五條港哀歌＞一詩：「神佮神╱台窩灣社佮赤

崁社的刺身勇士╱泉州佮漳州的羅漢跤仔」又「銃聲刀聲人聲船聲╱

干礁佇歷史裡喊喝」，詩中的神、社、州、聲等字，都是在同一句中間

隔性地出現，都屬於複字。 

    至於複句，則是相同的句子間隔性地重複出現。例如＜一九九五

年父親節紀事＞云：「洗喙洗面穿衫╱叫我歲的查某囝起來╱洗喙洗面

穿衫」，詩中「洗喙洗面穿衫」句，間隔地重複出現，故屬複句。又＜

汝來看我－夜讀《郭水潭集》＞一詩云：「汝一面擛手一面唸╱來伸跤

試闊莽莽的海的溫度╱汝一面擛手一面唸╱來伸手捏白皙皙的鹽埕的

硬度╱汝一面擛手一面唸╱來看南鲲身的香火的熱度」，詩中「汝一面

擛手一面唸」句，間隔地重複出現，這正是複句的呈現。 

    疊字，就是同一個字重疊在一起使用。此一修辭法在詩集中使用

得十分頻繁，俯拾即是，如＜楊逵的奶水＞：「細細粒脯脯脯」，一句

之中，就有「細細」、「脯脯脯」兩處疊字。又如＜2號作品＞：「日頭

赤炎炎」；＜20 號作品＞：「毛毛仔雨╱微微仔風」；＜26 號作品＞：「一

隻魚仔吼救救揣無水通泅」；＜金色的曾文溪＞：「載著甜甜的寄

望」⋯⋯等等，都有疊字的使用。  

    至於疊句，即相同的句子重疊使用。由於疊句使用上不若疊字簡

單，它必須是整個句子進行重疊，所以出現的機率顯少很多，在詩集

中只有＜汝來看我－夜讀《郭水潭集》＞一詩中曾經出現，其詩云：「鹽

分地帶╱搖啊搖╱搖啊搖╱搖成一個永遠的搖笱」，詩中「搖啊搖」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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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疊相連使用，這正是疊句的用法。 

    複疊法的使用，由於是相同的字詞與句子重複性地出現，所以在

形式上能造成一定的藝術效果，而且字句的反復出現，也能加重情感

與意義的強度，同時也讓節奏性得到深化，是文學中極為常見也極具

作用的修辭法。 

 

使用複疊格作品一覽表 

詩題 辭格類型 詩集頁碼 

我是台窩灣擺擺 複字、複句 12-19 

五條港哀歌 複字、疊字 20-25 

安平古堡 疊字 26-27 

下晝的孔廟 疊字 28 

轉來赤崁樓 複字、疊字 30-32 

探訪億載金城 疊字 37-38 

一九九五年父親節紀事 複句 39-42 

度小月擔仔麵 疊字 44 

再發號肉粽 疊字 45 

永泰興密餞 複字、疊字 46 

佮沈光文夜談 複字、疊字 50-53 

連雅堂拍開我的目睭 複字 54-56 

楊逵的奶水 複字、疊字 57-59 

吳新榮倒轉來 複字 60-62 

汝來看我－夜讀《郭水潭

集》 
複字、複句、疊字、疊句 63-68 

思念故鄉－海寮 複字、疊字 70-72 

金色的曾文溪 疊字 73-75 

七股潟湖 複字、疊字 7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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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無時行流目屎 複字 79-80 

一條索仔就好 複字、疊字 81-82 

鳳凰花 複字 87-88 

徛挺挺的紅 複字 89 

白鴒鷥 複字、疊字 91-92 

五分仔車 複字 93 

2 號作品 疊字 98 

11 號作品 複字 107 

12 號作品 複字 108 

18 號作品 複字 114 

20 號作品 複字、疊字 116 

26 號作品 複字、疊字 122 

 

小結：以上談到對偶、譬喻、排比、轉化、複疊等五種辭格的運用，

這並不表示詩集中只有這五種修辭技巧的展現，之所以特別論述這五

種辭格，是因為它們出現的頻率與次數特別顯眼罷了，事實上，其他

的修辭手法如借代、頂真、擬人、設問、感嘆、誇張、示現、摹狀等

等，在詩集中也都有多寡不一的運用，讓作品在形式藝術上發揮了實

質而可觀的效果，這是必須加以肯定與認知的。 

 

（二）體製結構的變化 

    詩人集子中的作品，在體製的變化上非常的多元可觀，讓人見識

到現代詩自由多變的面貌，與格律詩的固定體製大異其趣，展現了澎

湃的生命力。首先，就篇幅的長短來看，其長者如＜我是台窩灣擺擺

＞一詩，行數達到 118行之多；＜五條港哀歌＞的雖然不及於此，但

也有六十行的長度。至於短詩，如＜武廟本色＞、＜永泰興蜜餞＞等，

只有兩行，而其＜福爾摩莎短歌＞四十首作品，全部都是三行的簡短

作品。這種長者數十行以至於百行以上，短者卻僅有二、三行的體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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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實不可謂不大，這是詩人創造作品多元面貌的手法之一。 

    除了篇幅的長短變化之外，其體製結構的形態也很豐富多采。如

其＜福爾摩莎短歌＞四十首作品，全部是三行的作品，這結構事實上

非常具有日本俳句的味道，尤其是每則詩歌的形象性都非常鮮明，宛

如一幅幅活生生的圖畫，這與俳句的特質更是相似，所不同的是，這

四十首短歌未嚴格遵循字數五、七、五的格律限制而已。38此外，這四

十首短歌並未立標題，而是採取編號的模式命名為 1號作品、2號作

品、3號作品⋯⋯，這在台語詩歌裡面，可說是一項開創性作法，其

模式頗似於畫展的作品陳列，也是以數字進行標號。這樣的立標題方

式，明顯地開拓了詩歌的體製面貌。 

    體製結構的變化，在＜一九九五年父親節紀事＞一詩中，也有精

彩的呈現。首先，此詩在每節的開頭都標出時間來，此詩共分八節，

分別標出 08：55、09：28、12：52、13：38、16：03、17：58、21：28、

22：08 等八個時間點，以做為每節的小標題，這樣的結構形態，在台

語詩中不曾見過。此外，其第六、七節的內容以箭號（→）代替文字

敘述，表達進入下一個動作的意思，這樣的結構形態也是少見的。如

其第六節的內容說： 

車發動→厝→永二街→復興路→大灣路→小東路→林森路

→健康路→中華西路→餐廳→成大醫院泌尿科聚餐→肉菜

酒39  

這段內容是描述詩人在父親節當天，從家中出發去參加成大醫院迎新

送舊晚會的過程。詩人從車子發動寫起，接著寫車子行經的路段，最

後以描寫餐會的料理（肉菜酒）作結，這當中，每個動作之間的連接

詞完全被省略了，而是以「→」替代，這樣的體製結構十分新鮮有趣。 

    在上述特色之外，其＜探訪億載金城＞一詩，採取對話體的敘述

模式，也使其體製結構呈現一定的變化性。此詩云： 

                                                 
38 俳句規定每首三行，每行字數依序是五字、七字、五字，所以一首詩共十七字。 
39方耀乾：《將台南種佇詩裡》（台南：台南市立圖書館，2002年），頁 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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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入幽靜的城門╱撞著守城的沈葆楨「失禮，沈大人。」╱「老

囉，骨頭袂堪得。」╱「億載金城，名號了真好。」╱「當年

法國仔、日本仔驚甲破膽。」╱「咦，汝的部下咧？」╱「告

老回鄉矣。」「干那偆汝佇遮顧？」╱「城是我的性命！」╱╱

城河的水恬恬咧流╱十公尺外安平港的釣客╱風中釣起一座遺

忘40

這首詩的第一節，透過時空交錯的手法，虛構了今人與古人沈葆楨的

相遇過程，在兩人碰面的時候，還進行了交談，今人表達了對億載金

城的景仰，而沈氏則表達了死守此城的堅決意志。整個小節以對話體

的形式鋪排而成，加上簡單的情節與場景，實在粗具著小說的敘事性

質，讓此詩的結構呈現出與集中其他作品全然不同的味道，當然，也

豐富了此一詩集的面貌。 

    在這本詩集中，還有一個值得介紹的體製特色，那就是散文詩的

寫作。散文詩顧名思義，就是詩歌與散文的結合體，它的內在本質是

詩，所以具有詩歌的藝術美感，但其體製形態卻像散文，綜合兩者的

特質，故稱散文詩。41散文詩在現代詩的領域中，與圖象詩一樣，都是

以其體製上特殊的排列方式而引起讀者的注目與討論。在詩集中，詩

人也創作了＜徛挺挺的紅＞、＜魚雨＞、＜白鴒鷥＞、＜五分仔車＞

等四首散文詩，這使得集中的作品面貌，更趨多元。 

 

四、以知識性提升詩歌的內涵深度 

 

    詩人這本集子，有一個非常難能可貴的地方，亦即它具有豐富的

知識性。在一般的認知中，散文較易傳達知識，而詩歌則以情感的表

現為主。但這種現象在這本詩集中卻有所突破，詩人本身為學者，具

                                                 
40同上註，頁 37。 
41 林以亮在＜論散文詩＞一文中說：「在形式上說，它近於散文；在訴諸讀者的想像
和美感能力上說，它近於詩。」見氏著：《林以亮詩話》（台北：洪範書店，1976年），

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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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深厚的知識基礎，在此一條件下，詩人將自身的知識灌注於作品之

中，使得讀者在閱讀時，除了領略詩歌的藝術美感外，也同步地吸收

了許多知識，這是此一詩集在寫作上的一項重要特色。綜觀詩集中的

知識類型，大致可分為三種：分別是典故、專有名詞以及歷史知識。 

 

（一）典故 

    所謂典故，是指某些舊有的言論、文獻資料、格言、成語、故事、

口號、俚語等等，因為具有特定的意義與內涵，而被後人引用於作品

之中，成為所謂的典故。典故具備著一定的知識性，所以當我們閱讀

具有典故的作品時，若本身知識不夠，經常會產生解讀上的阻礙，而

必須遍查各類工具書或文獻資料，以查出典故的來源與意義，這就是

典故本身具備著一定的知識性所致。 

    在詩集中，詩人運用了很多的典故，以充實作品的知識性，強化

作品的內涵深度。例如其＜佮沈光文夜談＞一詩云：「汝的目頭常在結

一蕾烏雲╱『歲歲思歸思不窮』」42所謂「歲歲思歸思不窮」，是援引沈

光文＜思歸六首＞的詩句43，屬於典故的運用。再看＜楊逵的奶水＞一

詩：「無疑誤汝拍拼所趁的是╱幾偌擺免錢的牢飯╱從此以後╱汝毋愛

用筆╱汝欲用鋤頭╱給歌詩寫佇土地」44此處引用了楊逵散文＜墾園記

＞中的一段話，而略加改寫所成的。楊逵＜墾園記＞云：「最近有一位

編輯來遊，問我近來有沒有寫詩，我笑著說：『在寫，天天在寫，不過

現在用的不是紙筆，是用鐵鍬寫在大地上。』」這是楊逵晚年隱居東海

花園時，與一位編輯間的小故事，這個小故事被楊逵記錄在其散文＜

墾園記＞中，而為詩人所徵引。 

    由以上二例可知，典故被運用於作品時，會增加作品的知識性，

因此讀者的學識若是不足，則閱讀作品時便會產生難以完全解讀的困

                                                 
42方耀乾：《將台南種佇詩裡》（台南：台南市立圖書館，2002年），頁 50。 
43 此詩見龔顯宗編：《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台南縣：台南縣立文化中心，
1998年），頁 102。 
44方耀乾：《將台南種佇詩裡》（台南：台南市立圖書館，2002年），頁 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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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甚至會產生誤解文意的事情。除了上述二詩外，其＜我是台窩灣

擺擺＞、＜下晝的孔廟＞、＜連雅堂拍開我的目睭＞、＜吳新榮倒轉

來＞、＜汝來看我－夜讀《郭水潭集》＞、＜屈原過台灣＞等詩，也

都使用了典故，在一定程度上提升了作品的內涵深度。 

 

（二）專有名詞 

    除了典故之外，一些專有名詞也具備著一定的知識性，亦足以強

化作品的深度。例如＜大天后宮沉思＞一詩云：「目睭掛Armani 才會

有money╱耳孔聽Walkman才會有man╱雜誌愛看Vogue╱電影愛看

Hollywood」45詩中運用了許多專有名詞，如「Armani」，是指一名牌服

飾；「Walkman」是指一隨身聽的品名；「Vogue」是指一世界知名的服

飾雜誌；「Hollywood」則是指美國好萊塢電影。藉由閱讀這些專有名

詞，無形中也獲得許多知識。又如＜一九九五年父親節紀事＞一詩云：

「（看淡薄仔馬奎斯）╱（寫淡薄仔詩）⋯⋯我拍開《百年孤寂》╱走

揣父親節」46詩中的專有名詞「馬奎斯」，英文名字為G.Garcia Marquez，

是二十世紀哥倫比亞知名的小說家，1982年獲得諾貝爾文學獎，《百

年孤寂》則是它最膾炙人口的小說作品。再看其＜金色的曾文溪＞一

詩：「Omar Khayyam輕輕仔划出一首╱微微仔醉╱Sandro Botticelli將一

幅春天╱掛踮竹棑仔」47，詩中「Omar Khayyam」為波斯人，是十一

世紀晚期至十二世紀初期的智者之一，著有《Rubaiyat》一書；至於

「Sandro Botticelli」，則是十五世紀義大利知名畫家，其代表作為＜維

納斯的誕生＞。接著，我們再看其＜我是台窩灣擺擺＞一詩：「Zeelandia

佇台窩灣的心肝窟仔爆炸╱麻達霧出來的血比二月的刺桐花閣較紅╱

紅毛仔上合意阿立祖保庇的芒朗」48這首詩因為是以一位平埔族少女的

口吻寫成，所以詩中出現許多平埔族西拉雅語的專有名詞，如

                                                 
45同上註，頁 34。 
46同上註，頁 39-41。 
47同上註，頁 73。 
48同上註，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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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elandia」，即現在的安平古堡；「麻達」，指未婚男子；「阿立祖」，

是指平埔族的神明；「芒朗」，指鹿。由以上所引諸詩可知，詩人在作

品中放入許多專有名詞，雖然增加了閱讀的困難度，但相對的，其知

識性的成份也變濃了，作品的內涵深度也獲得提升。 

 

（三）歷史知識 

    除了典故與專有名詞的知識外，詩集中的歷史知識也相當豐富，

這些詩歌都可視為詠史詩，它們一方面具備了詩歌的藝術價值，一方

面又具備了史料的價值，這是一種以詩為史的書寫手法，值得關注。

例如＜我是台窩灣擺擺＞一詩，它以一百餘行的篇幅，簡要地述說台

灣的歷史，從荷蘭政權說起，歷經明鄭時期、清領時期、日治時期、

國民政府等五個階段。在每個階段，主要都是呈現外來政權對於台灣

人民的壓迫，反映台灣人民的血淚與心酸，如其書寫日治時期說：  

1895年一面吊膏╱賞賜予阮的頭額╱講阮就是皇民╱有毒拗

蠻的吊膏啊╱毋准剺掉╱剺掉的人就是土匪╱毋願屈從的

hinoki╱只有滿門抄斬╱佇日本的神社内底╱猶原堅持硬氣

╱台窩灣的黃昏歇佇樹枝阮是一隻哮救救的鳥仔╱找無岫。49

1895年，是台灣割讓給日本的時候，所謂「一面吊膏」，是指日本國

旗的形狀，以此借代為日本國。所以此段主要是陳述台灣被日本管轄

的時期。「講阮就是皇民╱有毒拗蠻的吊膏啊╱毋准剺掉╱剺掉的人就

是土匪╱毋願屈從的 hinoki╱只有滿門抄斬」，指的是日本推行皇民化

運動，強迫台灣人徹底變成日本人，效忠日本天皇，不從者，將受懲

罰。接著，我們再看看詩人對於國民政府時期的書寫： 

1945年阮用海洋的熱情╱迎接祖國╱祖國用銃籽報答阮的

熱情╱恁上愛講╱「我們都是炎黃子孫」╱恁上愛講╱「我

們都是同胞」╱是按怎阮厝予汝滯╱無收厝稅╱連厝也欲

佔去？╱是按怎阮米予汝食╱無算飯錢╱連飯碗也欲捧

                                                 
49同上註，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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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阿立祖啊╱阮敢是黃帝的囝孫╱阮敢是怹的同胞？
50

1945年，是國民政府接收台灣的時候。當時由於種種的因素，國民政

府對於台灣的治理並不用心，強取豪奪，引發了層層民怨，但政府官

員並不反省改過，反而以高壓手段對付台灣百姓，後來發生二二八事

件，造成台灣人民的嚴重死傷，也造成族群關係的破裂，此詩所談的，

就是這段血腥的歷史，詩末「阮敢是黃帝的囝孫╱阮敢是怹的同胞？」

正道出台灣百姓對於此一外來政權的深沉抗議。 

    接著來看＜轉來赤崁樓＞一詩： 

紅毛仔相著即塊福地╱搶去起造普羅民遮城╱鄭家軍嘛相著

即塊福地╱搶去改做東都承天府治╱清國軍嘛相著即塊福地

╱搶去改做軍火庫╱咸豐時代嘛相著即塊福地╱搶去改起海

神廟文昌閣╱日本軍嘛相著即塊福地╱搶去改造陸軍病院╱

一重一重無仝的磚仔角是╱一重一重無仝的朝代51

這一節的詩句，將赤崁樓的歷史沿革作了概要性的陳述，從荷蘭人建

普羅民遮城（又名赤崁城）開始說起，到鄭成功改建為東都承天府治，

再歷次述及清代與日治時期的改建，赤崁樓的歷代因革，已大致具備。

赤崁樓面貌的變化，活生生就是歷代政權的縮影，從早期的荷式建築

到後來的中國式建築，它反映了歷史的更迭演替。藉由此詩，我們大

致可了解這一段歷史的脈絡。只是其中有一點小疏忽，那就是赤崁樓

在清代增建文昌閣、海神廟、五子祠的時間，是在西元 1886年，當時

是清光緒十二年，並非咸豐時代。雖然有這點小疏失，但瑕不掩瑜，

此詩透過對赤崁樓的書寫，提供讀者相關的歷史知識，展現了它一定

的內涵深度。 

    除了上述二詩外，＜五條港哀歌＞講述了台南五處著名商港的興

衰過程，＜五妃廟落日＞則談到明寧靖王五位妃子殉節的事蹟，＜探

                                                 
50同上註，頁 16。 
51同上註，頁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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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億載金城＞則述及沈葆楨建成以抵禦外侮的歷史，＜佮沈光文夜談

＞則談到沈氏在台灣的文教貢獻，＜連雅堂拍開我的目睭＞談到連氏

對於台灣文化的貢獻，＜楊逵的奶水＞載述楊氏的文學事蹟與生平經

歷，＜汝來看我－夜讀《郭水潭集》＞述及鹽分地帶文學的發展以及

當時的文學社團。這些作品，也都從不同的面向建構起台灣歷史的點

點滴滴，讓我們透過詩歌來了解歷史、學習歷史，其知識性的特徵提

升了作品的內涵深度。 

 

五、以批判性展現詩歌的進步精神 

 

    批判精神在社會的各個領域都是不可缺少的，因為有批判才會促

成革新與進步，尤其是在知識份子的身上，表現得更是鮮明。在二十

世紀的前期，德國便興起了所謂的社會批判理論，當時法蘭克福

研究所的一批學者針對針對社會中反常的行為與不合理的結構進

行分析與批判，希望促使社會進步、自由，以達到理性的社會狀

態，於是有所謂法蘭克福學派的成立，當時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1895-1973）、馬庫色（H.Marcuse，1898-1979）、哈伯

瑪斯（J.Habermas）等人都是著名的代表人物。 

知識份子重視批判精神並不只限於學術研究上，即使文學創

作，也經常以批判性為其重要內涵。例如艾珉談到法國文學的特

色時曾說道：「法國諸多文學思潮、文學流派，儘管創作思想、創

作方法千差萬別，卻大都以批判為靈魂。」52正因為法國文學具有

批判精神，不但引領著國家進行改革，也促進法國文學不斷地更新與

突破，成為西方許多文學思潮的發源地。這種文學的批判性，在耀乾

的詩集中也表現得十分明顯，他關懷社會、繫念國家，希望這塊土地

能夠更好，這樣的心情表現在作品中，就呈現了濃厚的批判性。詩人

                                                 
52艾珉：《法國文學理性批判精神》（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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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將不好的一面揭露出來，在批判的過程中喚性社會的良知，以促

使社會進步。綜觀詩人集中的批判性，約可概分為兩類：一是政治的

批判，二是社會風氣的批判，以下分項論述之。 

 

（一）政治的批判 

    台灣的政治生態，由於種種因素的交結糾葛，存在著許多紛

擾與不合理的現象，這些弊端直接影響的就是百姓的生活。百姓

生活一旦出現苦難，便容易引動文學家的思緒。如詩人＜連雅堂

拍開我的目睭＞一詩云： 

研究所畢業才來讀著汝寫的╱《台灣語典》佮《雅言》

╱知也台灣話毋是無水準的話╱汝講台語是中原正統的

古漢語╱汝拍開我的倒蕾目睭╱╱真感謝汝拍開我的兩

蕾目睭╱只是我的心內一直╱一直罩一重濛霧╱汝欲保

存發揚的溫柔敦厚的漢文化╱哪會有一點仔鴨霸53

連橫曾撰寫《台灣語典》和《雅言》，以保存和發揚台灣語言，他

曾在《台灣語典‧自序》中說過如下的話： 

余臺灣人也，能操臺灣之語，而不能書臺灣之字，且不能明

臺語之義，余深自愧！夫臺灣之語，傳自漳、泉，而漳、泉

之語，傳自中國，其源既遠，其流又長。⋯⋯乃知臺灣之語，

高尚優雅，有非庸俗之所能知。54

這段話談到，台語的源頭來自中國，是「高尚優雅」的語言。正

因如此，連橫花費了許多心力蒐集研究台語文字，讓台灣人了解

台語不是次級語言，詩人說連橫打開他的「倒蕾目睭」，指的就是

這件事。然而依據連氏的說法，台語之所以優美是因為源自中國

古漢語，在繼承中國優秀文化的情況下，便跟著提高了水平。但

是這樣的理念似乎不為詩人所接受，詩人所謂「汝欲保存發揚的

                                                 
53方耀乾：《將台南種佇詩裡》（台南：台南市立圖書館，2002年），頁 54-55。 
54連橫：《台灣語典》（台北：大通書局，1987年），頁 1。 



本土性的關懷，開拓性的書寫：方耀乾詩集《將台南種佇詩裡》的寫作特色 474
溫柔敦厚的漢文化╱哪會有一點仔鴨霸」，就道出了對中國文化恃

強凌弱的質疑。為何詩人有這樣的質疑？因為標榜傳承正統中國

文化的國民政府，過去不斷透過政治力打壓台灣文化，台語也是

其中被壓迫的一環，這一直到八 0 年代還是相當普遍的事，所以

作者質疑中國文化具有「鴉霸」性格，原因就在於此。當然，如

果由此繼續推論下去，則連氏認為台語是淵源於中國古漢語因而

高尚的說法，也就令人疑惑了。因此，這首詩雖然是以連橫的學

術貢獻為題，但實際上蘊含著對於國民政府以不當政治力打壓台

灣文化的批判。 

    再看＜福爾摩莎‧17 號作品＞： 

    綠島╱目屎佮大喟╱硿做一座的痛55

這首短詩，道盡了綠島政治犯心中的痛，國民政府遂行白色恐怖的時

期，許多對政府作法不認同，希望追求台灣更美好未來的人士，往往

被羅織罪名，送至綠島囚禁。這些政治犯的理想是崇高的，思想是單

純的，但是在專制政權下，他們必須忍受屈辱，過著階下囚的生活，

此詩所傳達的正是對此一專制政體迫害台灣人權的批判與控訴。 

    除了上述二詩外，關於政治性批判的作品仍多，有的是批判政府

官員的無能與草菅人命，如＜一條索仔就好＞；有的是感嘆台灣沒有

完整的國家主權，如＜佮沈光文夜談＞；有的則是批判外來政權戕害

本土意識，如＜轉來赤崁樓＞。這些作品在不同面向上凸顯了台灣人

的苦難，為台灣過去的悲痛歷史留下見證與省思。 

 

政治批判作品一覽表   

詩題 旨趣 詩集頁碼 

我是台窩灣擺擺 批判外來政權對台灣的迫害 12-19 

                                                 
55方耀乾：《將台南種佇詩裡》（台南：台南市立圖書館，2002年），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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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來赤崁樓 批判外來政權戕害本土意識 30-32 

佮沈光文夜談 感嘆台灣沒有完整的國家主權 50-53 

連雅堂拍開我的目睭批判國民政府對台灣文化的壓迫 54-56 

楊逵的奶水 批判外來政權對台灣的壓迫 57-59 

一條索仔就好 批判政府官員顢頇無能、草菅人命 81-82 

屈原過台灣 批判國民政府對台灣的傷害 83-84 

17 號作品 批判國民政府對台灣人權的迫害 113 

34 號作品 批判國民政府對台灣語言文化的

迫害 

134 

 

（二）社會現象的批判 

    台灣的社會風氣，隨著物質主義、享樂主義的興起，道德有逐漸

式微的現象，人們為了追求物欲與虛幻的名位，往往使用不當的方式

遂行欲望，一方面使道德沉淪，另一方面也造成人心的墮落及迷失。

這些現象需要我們共同來關心，我們必須對這些亂象進行檢討和反

省，以促使社會的革新與進步。詩人對此也著墨甚深，且看其＜大天

后宮沉思＞一詩： 

台灣的查某囡仔欲用╱胸前的兩粒肉丸╱搖動全世界╱目

睭掛Armani 才會有money╱耳孔聽Walkman才會有man╱雜

誌愛看Vogue╱電影愛看Hollywood╱怹是學國際化上認真

的學生╱干礁毋知家己是誰人╱╱湄州的少女欲用╱一葩

微微的燈╱安搭驚惶的世間╱正爿的千里眼欲看盡為非糝

做╱倒爿的順風耳欲聽盡人間疾苦╱中國台灣敬拜伊╱日

本東南亞奉祀伊╱干礁知也著愛父母兼厝邊╱伊遂來變成

受人尊重的國際人56

此詩相當有趣，詩人將注重道德修養的媽祖，與一味追求名牌時尚的

當代台灣少女相對比，藉以顯示內在涵養的重要性遠大於外在的物質

                                                 
56同上註，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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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也藉此批判當前台灣社會過度追求物質享受的不良風氣。 

    再看＜36 號作品＞一詩： 

   一瞑肉體之舞╱RU486╱猶原是純情少女57

所謂「一瞑肉體之舞」，批判的是現代台灣社會一夜情氾濫，在激情過

後，珠胎暗結，只好使用墮胎藥 RU486，在殘害一個小生命後，「猶原

是純情少女」，這是多麼的諷刺與可悲，也可看出台灣社會性開放的亂

象。 

    除了對性開放以及追求名牌時尚的批判外，詩人還批判了台灣的

飛安意外，如＜27 號作品＞；批判股市的狂熱現象，如＜8號作品＞；

批判台灣漠視環保的現象，如＜18 號作品＞；批判台灣文化沒落的現

象，如＜吳新榮倒轉來＞⋯⋯等等。這些詩歌存在著深層的社會意義，

絕非一般風花雪月的作品所可比擬，它們展現的正是詩人對於社會的

深切關懷，值得我們用心思考。 

 

社會現象批判作品一覽表 

詩題 旨趣 詩集頁碼 

大天后宮沉思 批判台灣社會對名牌時尚等外在物質

的追求 

34-36 

吳新榮倒轉來 批判台灣文藝氣息的沒落 60-62 

七股潟湖 批判台灣的環保亂象（對濕地的破壞）76-78 

台灣無時行流目

屎 

批判台灣的環保亂象（對山林的破壞）79-80 

8號作品 批叛台灣股市狂熱的現象 104 

9號作品 批判台灣檳榔西施的不良風氣 105 

18號作品 批判台灣的環保亂象（對野生動物的迫

害） 

114 

                                                 
57同上註，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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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號作品 批判台灣的環保亂象（對野生動物的迫

害） 

122 

27號作品 批判台灣的飛安意外 123 

28號作品 批判台灣社會被科技符號淹沒的現象 124 

29號作品 批判台灣的鋼管女郎的不良風氣 125 

32號作品 批判台灣飲食奢靡的不良風氣 128 

34號作品 批判台灣飲食奢靡的不良風氣 130 

36號作品 批判台灣性開放的不良風氣 132 

 
 
小結：在談及此一詩集的批判性時，筆者認為有必要再更深入地向讀

者說明其批判性的本質。綜觀此詩集中所有具備批判精神的作品，我

們發現一個現象，那就是詩人多採用暗示性的批判，亦即所謂的諷刺

手法，而鮮少對不合理的事物進行直接的批判。例如方才所引的＜36

號作品＞一詩，詩人想批判台灣社會性開放的亂象，但他並不直接指

責這些人的不對，而是以「RU486╱猶原是純情少女」二句，來諷刺

人們濫用墮胎藥以解決懷孕問題的無知作法。又如＜大天后宮沉思＞

一詩，詩人欲批判台灣當代女性對於外在物質的盲目追求，但他並不

直接指責這些女性的不對，而是以媽祖注重內在涵養而獲得世人認同

來對比出這些女性的無知，這種暗示性的批判方式，表現了作品鮮明

的諷刺精神。我們審視整部詩集，其批判性的展現，幾乎都是以諷刺

性的手法進行傳達，只有＜台灣無時行流目屎＞一詩，有直接性的批

判字眼，其詩句云：「阮干礁氣阮家己╱家己的同胞╱趁烏心肝錢╱起

軟跤蝦厝」，這是對破壞環保者的直接性指責。除了此詩外，其他的作

品進行批判時，總是以暗示的、婉轉的方式提出，除了提供讀者以思

考的空間外，也不會讓作品過於直切而斲傷了藝術性。 

 

六、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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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以上的分析，我們看到這一本詩集的多元面向，我們看到它

的台南心、台灣情，看到他以台南、台灣為書寫題材，展現他對於台

灣這塊土地的熱愛，這種關懷本土的精神，符合了台灣人飲水思源的

天性，這種精神也是他創作台語詩以來一貫的主張與堅持，所以若細

觀其創作歷程，當可發現其之前的詩集《白鴒鷥之歌》，也呈現了同樣

的精神。而且更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純粹以詩人故鄉為創作題材的詩

集，在台語詩壇中甚少見到，這可說是詩人開拓的新路線。 

    除了寫作題材的特色外，其詩歌的體製變化也是一絕。從前文的

分析可知，其詩歌的長短變化很大，長者上百行，短者只有兩行，這

在閱讀的效果上產生極大的差異，這種差異愈大，就愈加展現其創作

藝術的多變手法。此外，其作品中或未立標題，僅標以數字號碼，或

是運用對話結構，或是以時間做為小標題等手法，也都讓作品的體製

形態產生耳目一新的效果，為台語詩的創作開拓出許多新的可能性。 

    在體製的變化外，其詩歌的內涵深度亦令人讚賞。詩人透過大量

的典故運用、專有名詞的鋪陳以及歷史知識的熔鑄，讓作品的閱讀充

滿著知識性，筆者認為，詩人的作品可謂「學者之詩」。觀察其他的台

語詩集，雖然也有許多作品蘊含著知識性的內容，但像此一詩集具備

如此高的密度與濃度，並不多見，就某種層面而言，亦可說是一種開

拓性的作法，這種作法對於提升詩人的作品深度，以至於整個台語詩

界的作品深度，都有極大的幫助。 

    台灣由於長期受外來政權統治，在整個歷史的進程上蘊含著許多

心酸和血淚，這些苦難的背後，隱藏著許多不公不義的因子，需要挖

掘、需要檢討，更需要批判，藉以促進反省和革新。此外，由於西方

物質主義、享樂主義的入侵，台灣出現追求物質、耽於享受而忽略道

德涵養的異常現象，形成許許多多的社會問題，這些也都是必須批判

與思考的事情。我們看到詩人在這些問題上的投入與關注，在詩集中

處處可見與上述問題相關的反省和批判。而詩人進行批判時，經常透

過諷刺手法，以暗示性的批判代替直接性的指責，一方面達到了揭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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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病的目的，一方面也保留了詩歌含蓄溫婉的本質，這是這部詩集另

一個成功的地方。 

    以上總結提挈了詩人此部詩集的各類書寫特色，從這些不同角度

所勾勒出來的特色讓我們發現一個現象，那就是不論從寫作題材上

看，或是從體製結構上看，或是從知識內涵的上頭看，這部詩集都存

在著許多突破與開創之處，擴大與豐富了台語詩的外貌以及內在生

命，具備著鮮明的開拓精神。張春凰曾肯定詩人的作品說：「內容e深

度gah形式e變化，是方耀乾di台語詩界e一個變革。」58強調的也是詩人

的開拓色彩。所以這樣的一部詩集，值得我們投入更多的時間與心思

進行更為多元的研究，本文所做的，只是拋磚引玉的工作，這部詩集

還有許多可供研究的地方。詩人曾經在一篇自撰的文章中描述自己

說：「方耀乾是台語詩壇引介和實驗最多西方各門派技巧的詩人，其詩

作運用的技巧有浪漫主義、寫實主義、象徵主義、印象主義、意象主

義、現代主義、魔幻寫實、後現代主義等。」59依此觀之，則從西方文

學流派的寫作手法切入，也是研究此部詩集的一個重要角度。此外，

詩人長期以來努力經營詩歌的意象美感，或許也是另一個值得切入的

地方。相信這樣一部優秀的詩集，必定可以獲得更多讀者與學者的關

愛及迴響，讓後續的研究工作可以持續性地開展。 

                                                 
58張春凰、江永進、沈冬青合著：《台語文學概論》（台北：前衛出版社，2002年，2

刷），頁 243。 
59 方耀乾：＜三位一╱異體：黃勁連、林央敏、方耀乾的台語詩之路＞，《詩心台灣
情研討會》，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會，2005年 6月 3日，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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