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抒情自我與多元他者之間 
許南英、林景仁南洋漢詩的跨文化詩學 

楊雅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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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臺灣漢詩：「抒情自我」典範的游移 

臺灣改隸日本之後，許南英、林景仁兩位臺灣出身的古典詩人，遠遊南洋

而留下精彩詩篇。詩人生平、創作背景已經學界多位學者研究有成，本文

乃試圖由跨文化的新穎視角深入詩中解讀。 

漢詩是中國文化傳統的典型表徵。中國文化傳統中，首重自我表述的

抒情美典，分別呈現在古典詩、書、畫的文人雅藝中。抒情美典基本上是

一身體欲望與自我表述之間同一性、親密性的美感範式。在現象學中，個

人身體是個人欲望的場域，其中我們將經驗到自己身體的原初親密性與差

異性之間構成的張力，出現了無意識但邁向意義的動力（沈清松 21-34）。

自我表述的抒情美典意味著：自我就是我的身體，或者，自我與我的身體

是親密相關的，而且是自我本真的一部分。因此詩在於「言志」或「緣情」、

畫在於「寫意」及抒發「胸中丘壑」，書法更是將文字書寫聯繫於身心入神

的運動。因此中國古典文人透過詩書畫所表述的自我，傾向於表象自我抒

情性的一面，我們可稱之為「抒情自我」。 

所謂「抒情美典」（高友工 2004），乃高友工所提出的概念。我們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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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出發點，將「抒情美典」界定為：其生命詮釋的性質是內向(introversive, 

centripetal)的，以「自我感」為中心。在內在的心性向度上，「言志、緣情」

是自我表述的最基本核心。但「抒情自我」在遭遇他者時，勢必調整其範

式，將身體欲望中的另一面「差異性」激發出來，「差異性」其實更富於創

造意義的動力。因為，我的身體其實也不等同於我自己，它會抗拒我的意

志，而且不斷朝向世界上的他者（週遭多數的他人、他物）開放。這一事

實顯示了我的身體的差異性。內在於我身體中的欲望一直會指向他者，一

如拉岡(Jacques Lacan)所謂的，欲望是他者的語言，是他者在我內說話（沈

清松 23）。 

因此，關於自我與他者差異的起點，高友工曾由人類行為分析，謂：

人為行動可以是外在的，即由某個人扮演的，亦可是內在的，於腦際產生

的。根據個人的焦點是否向內或向外，可產生兩種截然不同的對生命之詮

釋：離心式詮釋，即把注意力遠離自我，投放在某個議題上；向心式詮釋，

則視內心世界為全部的經驗。一個人如何詮釋人為行動，關鍵在於他如何

安置個人的修行及行為的終極目標（高友工 2009: 590）。就中國古典詩歌

而言，抒情性是其定位的主軸。 

而擴大來說，一個文化傳統與其他的文化傳統，也必然形成自我與他

者的區別；在自我表述與開向他者之間，會遭遇到文化差異。所謂「文化

差異」，其最初的表達形式，便是聲音、圖像或表情……等等可理解形式在

性質上或規則上的差異。在這一層次上，各不同國家或文化羣體的文學藝

術，都訴說著各種不同的故事，展現其作為一種「欲望的引誘者」的文化

差異（沈清松 24-25）。 

因此外向與內向這兩種意向的修辭模式有別，高友工謂：外向式詮釋

指的是，通過外延的方式，進入代表性的世界，並將之客觀地投射在心理

架構上；向心性詮釋，通過文字符碼的詮釋，於想像中重新顯現文字的內

涵。外延模式利於溝通；內涵模式則促使反思經驗之過程更為豐富及內在。

因此抒情傳統的修辭模式是：由內化(internalization)而象義(symbolization)，

達到覺悟人生意義之境。於文化表意系統上，我們可稱之為「隱喻（或象

徵）系統」。但是外向離心式的修辭模式是：由摹擬人物行動而聯絡時空因

素，進而達到對世界觀的重塑。於文化表意系統上，我們可稱之為「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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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建構）系統」。 

近三十年來，「抒情傳統」之說經陳世驤、高友工、柯慶明、蕭馳等學

者廣泛討論。雖然爭議間而有之，質疑者約以「抒情傳統」是否可以涵蓋

中國文化所有面向為問。[1] 筆者認為「抒情傳統」雖非泛指中國文化的所

有面向，然中國文化既以士人為主流，士人自我表述的「抒情美典」遂成

為中國文化之主流傳統。這是一種「質」的內涵界定，而非「量」的外延

概括。所謂「抒情」也非限於抒情手法或文類，更是一文化理想或意識型

態。而本文提出這「抒情自我／多元他者」、「內向／外向」之兩種詮釋方

式，也意不在激化兩者的對立，而是將之視為光譜的兩端一般，觀察其間

漸進遞變的細膩過程。如同余蓮(François Jullien)的「之間」思維：在兩者

之間安排「面對面」，使其可以互相揭開面貌，促使一方因另一方而反思，

讓雙邊同時進行反思(Jullien 3)。 

古典漢詩就是中國傳統文人抒情自我的具體表述，其美感典範以內化、

象徵為尚。臺灣漢詩承其源流，自也有此特徵；然臺灣漢詩又以「華／番

交混」的特殊風土書寫，在「初遇他者」的情境下呈現抒情傳統詩學典範

的越界遊移。 

臺灣早已有外來的他異文化，因此古典漢詩中出現的他者由來已久。

如清初盧若騰〈東都行〉詩云：「海東有巨島，華人舊不爭。南對惠潮境，

北盡溫麻程。紅夷浮大舶，來築數雉城。稍有中國人，互市集經營……」

(33)。可見他異文化進入古典漢詩思維，在臺灣並不陌生。而在臺灣迥異於

漢文化者為原住民文化，在漢語古典詩中，稱：「蠻、番、土夷」，這原民

文化在臺灣較之紅夷、泰西文化，根植得更廣更深。如孫元衡〈秋日雜詩〉：

「諸番多窟宅，深就瘴雲安。竹塢疑熊館，茅居結馬鞍。山荒朝獵豹，田

熟夜防獾。此是羲皇上，文身似羽翰」(2004: 310)。猶是靜觀的抒情境界之

下包含了異文化意象；郁永河〈土番竹枝詞．二十四首之二〉：「文身舊俗

是雕青，背上盤旋鳥翼形。一變又為文豹鞹，蛇神牛鬼共猙獰」(228)。則

已涉入驚悚之境；至於孫元衡的〈巨蛇吞鹿歌〉描繪出自然荒野的生態奇

觀(2004a)；吳性誠〈入山歌．六首之二〉，雖有楚辭山鬼之風，卻也驚悚恐

怖令人戰慄。直到近代，清末以至於日治，丘逢甲〈臺北秋感．三首之二〉：

「雷車電索蠻夷氣，越調閩腔婦女歌」(187)、林朝崧〈電線〉：「鐵繩橫海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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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避，銅線傳聲驛馬閒」(51)，都可見臺灣漢詩以「華／番、夷交混」的特

殊風土書寫，在「初遇他者」的情境下呈現抒情傳統詩學典範的越界遊移。 

也就是說，臺灣漢詩抒情自我的表述，其實已參雜了對他者的敘寫，

在敘寫他者間，不免使自我之情與他者之情相互交流，甚且進而融合為一。

然則臺灣漢詩的抒情模式，較之中國古典詩，已有些許典範的游移，詩思

已然逸離出抒情自我的中心。本文即將藉由臺灣古典詩人許南英與林景仁，

在南洋書寫的漢詩探詢「抒情自我」與「多元他者」之間的辯證張力，考

察兩者在近代歷史中的動態演變線索及其漸進發展過程。 

許南英、林景仁生平事蹟與詩作內容，已有學者研究有成，茲不贅述。[2] 

許南英詩風，據《窺園留草》汪春源序： 

君以崖岸自號，胸中所寓，筆之於詩。……君詩不事塗飾，栩栩然

自鏡其元象。……回念數十年：陵谷滄桑，陸沉天醉，死生聚散於

泯棼雜亂中者，君詩歷歷在心目焉。(3) 

檢其詩作，或有純粹抒情合於內向美典者，如： 

漢陽江上 

萬山環抱裏，一水貫中央。觸石雲頭散，垂天雨腳長。刺舟礙芳草，

牽纜絆新楊。日落星明處，停篙泊古良。（許南英 67） 

中夜起坐 

宿酒自然醒，徘徊度小亭。竹間藏睡鳥，樹隙漏明星。村犬吠未息，

階蟲語不停。擁衾尋舊夢，飛海渡東溟。（許南英 85） 

此間心物合拍、情景交融，是典型的抒情美學。但其詩風又有遊移出抒情

自我者。如： 

臺灣竹枝詞 

年年春色到瀛東，爆竹如雷貫耳中。鎮日消寒惟有賭，一聲恭喜萬

人同。（許南英 10） 

冬至家家作粉彈，兒童不睡到更闌。巧將糯米為龍鳳，明日鄰家共

借看。（許南英 10） 

番社防匪偶成 

深林日出曉煙消，過一重溪是菜寮。拔馬[3] 錫猴番社路，檳榔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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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芭蕉。（許南英 33） 

烏山頂上有人家，少婦茅檐擘苧麻。黑齒紅唇蟬鬢整，滿頭亂插瑞

香花。（許南英 33） 

皆因描寫鄉土文化或番社文化而頗富「注重他者的敘事性」。其於中華宦海

浮沉之間，亦常置身邊境，如一九○三年〈舟次北海龍門渡口〉有：「蠻煙

瘴雨一孤舟，薄宦飄蓬海盡頭」(67)詩句，一九一一年〈送陳桂林回漳州〉

有：「古硯奇書添篋笥，蠻煙瘴雨濕衣巾」(97)之句，對於邊境之外的文化

多元已了然於心。 

林景仁南洋漢詩見於《摩達山漫草》及《天池草》，前者自序署明是丁

巳年（一九一七）重陽，從內容上看，涵蓋一九一五–一九一七年間詩人

在蘇門答臘島棉蘭的生活。《天池草》是其在棉蘭、巴達維亞、新加坡南洋

等地所寫作品，自序云：「自戊午至己未積年餘」之作，即一九一八至一九

一九年間的詩作。李漁叔曾評其詩云：「小眉於丘滄海、林幼春外，別標一

幟，以幽沉盪其靈響，以婉麗織其清思。集中七律最工。小眉才情工力，

均備乎此」(31)、「五言古詩詞旨條暢，夾以論議，時見思致」(33)、「五言

律詩亦別有情致」(36)、「七絕亦時有嘉篇」(38)。所謂「以幽沉盪其靈響，

以婉麗織其清思」(31)，看似嘉其為抒情美典之作，然據林景仁《摩達山漫

草》自序： 

若夫胡笳羌笛，無當雅聲；唾火吞刀，終成旁道，則結習未刪，荒謬

不免，詆昌谷於溷神，呼太沖為傖父可耳！（林景仁 4） 

則林景仁自知，對於謹守雅正詩風者，自己的南洋漢詩一如胡笳羌笛，或

已游移出抒情傳統的雅正之風，恐將被詆為荒謬不經，落為旁道。 

許南英兩度遠遊南洋，初為一八九五–一八九七至新加坡、泰國曼谷、

廖內，再則為一九一六–一九一七至蘇門答臘棉蘭。其與林景仁在南洋更

有綿密特殊的因緣。許南英未訪棉蘭之前，即有〈林健人遊歷東西洋歸示

詩即和原韻〉： 

飽裝書卷出巖阿，鼓棹中流海不波。曉策六鼇詩可釣，秋高一鶴句

長哦。身經東亞西歐遍，春在蠻煙瘴雨過。借問使君爭戰局，觸蠻

何日倦尋戈。(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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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六年由林景仁之薦，許南英受聘為張鴻南先生（蘇門答拉棉蘭城華

僑市長，林景仁岳父）《服官三十五年事略》編輯，遂於重陽日南航。許南

英與林景仁於南洋時，頗多唱和酬贈，並互為對方詩集作序。是以本文將

以兩人為中心，將臺灣漢詩與近代南洋——「抒情自我」與「多元他者」的

互動場域，探討漢詩在近代走向現代性的跨文化美學課題。 

當然在中國，漢詩的跨文化現象在明清之際已然濫觴。[4] 此一現象若

斷若續至晚清中西文化交會的關鍵時刻，深受西學影響的文人，如龔自珍、

魏源以至如黃遵憲等人的詩界革命，在傳統漢詩的跨文化書寫幅度大增。

黃遵憲一八七七年旅日之《日本雜事詩》、臺灣梁子嘉一八九六年的《東遊

吟草》，皆為旅外跨文化書寫之精彩傑作。許南英、林景仁也同時居於傳統

漢詩抒情典範跨文化突破時期。而這類跨文化的漢詩書寫，的確不同於古

代詩人貶謫他鄉的異地書寫；其對異文化之尊重、深入與吸收、運用，並

非古代詩人所能及。也就是說，雖同以漢詩文類，但在文化場域上，我們

仍可分辨出其主體性基於「抒情自我」或是朝向「多元他者」，其認同／表

述便自有內向抒情與外向敘事之間的美典張力。前者永遠滿懷鄉愁地回望

中國，視中國為文化祖國或價值根源；但後者則是由地方、區域或全球的

情況與欲望來決定——這就不只是抗拒、融合與昇華的二元辯證，而是至

少是三元辯證的(trialectics)，因在這過程中不只有單一的永恆他者(the 

perennial other)能起作用，還有許多變動的因素。[5] 這是本文提出「跨文化

詩學」議題之旨趣。 

而關於「多元他者」，此處引用沈清松教授的觀點。他用「多元他者」

一詞來代替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德勒茲

(Gilles Deleuze)等人所謂的「他者」(the Other)。他認為：因為我們都是出

生於多元他者之間，並在其中成長發展。至於「他者」則僅是抽象之詞，

我們在實存中從未面對單純而抽象的「他者」。其實，我的身體，作為欲望

的源起與實現之場，總是指意於多元他者，並因此開始追求有意義的生活，

且不斷超越任何已經欲求的特定對象（沈清松 24）。 

而當時南洋之於臺灣，相較於東洋日本的「他者」，則更為一「多元他

者」的場域。日本對於臺灣是一殖民宗主國的「單一他者」，甚而是「絕對

他者」，臺灣人民之於日本，只能反抗或者親附，二元對立的立場，讓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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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他者的認識有所侷限。臺灣詩人之赴日東遊，總是充滿了複雜矛盾的心

情。而南洋，則是一較自由寬廣的場域——既非殖民宗主國壓制性的他者，

反是舊時中華的稱臣蕃屬鄰邦，雖則今已多淪為西方強國之統治。但也因

此臺灣人之遊南洋，可脫略單一隸屬的緊張關係，出入於多元他者之間，

思索更寬闊的世界維度。對於世界觀的建構，南洋成了東洋與西洋之外的

「他者」，也成了連繫東洋與西洋之間的一個支點。 

臺灣詩人在南洋對於殊方風土的觀察、對異國文化的體驗，乃展現了

傳統漢文人「抒情自我」的表述美典與近代知識分子面對「多元他者」交

流模式。以下分由跨文化隱喻、跨文化敘事兩向度分析。 

貳、殖民天闢此神區：許南英、林景仁南洋漢詩的跨文化隱喻 

在許、林南洋漢詩創作中，畢竟仍使用漢文，自我身份似未完全改變，

因此其跨文化行動多只是意向性的，而此一「跨文化意向性」書寫，我們

又可朝「隱喻性」與「敘事性」兩個向度加以說明。 

跨文化的隱喻性修辭，即表示書寫之位置，未離自覺之自我身份，因

而自我與他者之間只成了「宛如」的關係結構。兩者關係的構成，借由靜

態的明喻、隱喻、借喻等修辭維繫。 

隱喻是指言說「彼」而意指「此」。這兩者之間具有某種類比的關係。

隱喻的成立在於隱喻與所喻、言說與所言說之間的類比關係，既有相似，

亦有差異，就此而言，其中存在著一種對比的張力。所謂的「對比」是由

相似與不相似、差異與互補、連續與斷裂所形成的辯證關係；在其中，多

元事物呈現為現象而互照與交映。隱喻透過這種對比張力，將經驗的開顯

詮釋出來，並透過經驗與實在的對比，將人的思想過程加以轉化。隱喻所

構築的「宛如世界」，是一個由意義所組成的世界（沈清松 29）。 

然則許南英、林景仁的南洋漢詩，如何呈現這樣跨文化意向的隱喻性

修辭？ 

一、語言披荒：召喚他者的詩意起點 

語言是表達性的(expressive)，但也是經由某種詮釋(interpretation)來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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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表達，所以語言的表達功能可視為一種擴展與延伸自我的方式。語言也

是引發性的(evocative)，具有召喚功能，將會引發某種精神與身心狀態的反

應。因此語言是一種主體際之間的「心力共作」。然則，就這一引發功能而

言，語言似乎也可以挑起在個人自我之內或多元他者之內的其他可能性（沈

清松 26）。 

許南英、林景仁在南洋，曾經也為語言不通而苦。如：「烽火歐西戰未

休，欲歸未得暫勾留。參軍恨不諳蠻語，齊傅寧令敵楚咻」[6] （許南英〈中

秋感懷〉 197）、「輪蹄塵裏此停蹤，來往行人九譯重。不向中原逢李靖，[7] 

須教異域識林宗」[8]（林景仁〈曼尼拉客舍〉 116）。才高八斗的詩人在語

言不通的異域不為人所知，總希望這只是移居的過程，盼能如李靖、林宗，

最終讓人刮目相看。當他們的南洋漢詩中，開始引用南洋語言、地名、專

有名詞，似已可以溝通進而表達、詮釋，以「抒情自我」公開宣示對南洋

文化的召喚，或說為南洋文化所召喚，使漢詩在南洋開始進入一新的詩章。

如： 
新嘉坡竹枝詞 

海山雄鎮水之涯，商賈雲屯十萬家。三島千洲人萃處，此坡合好號

新嘉。（許南英 40） 

和公啟〔善〕遊山二首用前韻其一 
好山盡處有餘波，椰雨榔風九曲河。歸化巫來開淡叭，弄兵摩達走

浮羅。海疆方物傳聞異，星使輶軒[9] 入告多。後日黃支[10] 風土記，

流傳中國播絃歌。（許南英 180） 

訪摩達酋長 
千年古莽此遺黎，冠羽衣毛作洞棲。一洗文人孤陋習，陸機今亦識

撐犁。[11] （林景仁 56） 

觀摩達古籍 
科斗猶留草昧初，石函深護劫灰餘。誰知七二衡山[12] 外，別有青

瓊丹籙書。（林景仁 70-71） 

第一首以地名「新嘉」召喚出新加坡作為繁華都會之氛圍氣象。第二首連

用三個巫語，作者自註：「巫語謂埠為淡叭」，「巫語謂生番男子為摩達、謂

海島為浮羅」，當然是靠著使臣的翻譯而得知。然而許南英津津有味的寫入



楊雅惠_抒情自我與多元他者之間_155 

詩中，顯見其已品味琢磨巫語之聲韻，且有意寫入詩中播之絃歌。林景仁

〈訪摩達酋長〉一詩，運用陸機不識匈奴語「撐梨（天）」的典故，寫出中

原文人，自慚鄙陋，對於外族異邦之茫然無知。〈觀摩達古籍〉一詩寫古籍

文字，如科斗文之形象、歷劫悠久之歷史，召喚出異邦文化的遠古縱深，

實令人驚歎「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二、 蠻花犵鳥盡知音：比興的界限與拓展 

比興是中國詩學的特徵，其源出於詩經。作為詩歌發生論有「感物興

情」之說，作為詩歌創作論有「比興寄託」之說，作為詩歌本體論有「興

寄、興象、興趣」之說，作為詩歌接受論有「詩可以興」之說，作為詩歌

批評論更有以比興論詩。捨離比興，也許詩人就將到達詩思的邊界，必需

要有新的開拓才可為詩。當許南英在臺灣，就曾有如〈林投帽〉[13] 等鄉土

風物之作，雖也興起「葛巾陶令思歸隱，箬笠蘇公愛自由」(113)風雅之情，

但尾聯「嘉木蕃生遍臺島，此鄉番語號林投」(113)，正也說明傳統比興與

眼前景物之差距。 

在南洋，周身為蠻花犵鳥所圍繞，處處提醒他比興的界限，也刺激他

尋求新穎隱喻的拓展。如〈芒核並序〉，其長序云：「芒核一名紅竹，產交、

廣及南洋諸島；八、九月間熟。形如蘋果，皮堅而厚，漿汙衣巾作淡紅色，

滌不能淨。果四、五核；核外周有瓤，色白多漿。味甘涼可口，比之巫人

所嗜流連子，滋味不可嚮邇焉。若論果品，南洋當以芒核為冠。恒心園多

此樹，果熟即為園丁盜去，然市上亦有賣者。昔李笠翁有佳果五爵之封，

予亦效尤作詩以紀其美」(200-201)。詩云： 

芒核並序 
不數張華安石榴，[14] 炎荒佳果冠棉洲。碧凝曉露光初滴，紅暈朝

陽韻欲流。嫩比蘋婆來北地，甘欺荔子甲南州。瓊漿入口涼微沁，

玉乳黏衣漬永留。堅實不驚山雀啅，圞圓或恐野猿偷。袒胸蠻女因

時摘，深目巫丁帶雨收。獨與黃蕉情戀戀，別呼紅竹口悠悠。茞蘭

託興吟江畔，杕杜傷時詠道周。[15] 黃種可憐無乙鑑，紅塵太息絕

庚郵。[16] 桔如是婢君應主，草縱知兵汝為酋。載酒聽鸝同雅致，

對梅思鶴記荒陬。歸時乞得蘇門種，未識山人許我不。（許南英 200-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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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句以「不數」開端，即點明：連晉朝張華《博物志》所載：張騫使西域

還，所得安石榴等果類，也未能名狀此物。因此只能以賦式的白描繪寫，

摹擬出芒核這一水果的滋味樣貌。關於植物的傳統比興在此或已無能為力：

「茞蘭託興吟江畔，杕杜傷時詠道周」。而「黃種可憐無乙鑑，紅塵太息絕

庚郵」，指遠在南洋的芒核，已離中原本土，更非嶺南荔枝可快驛郵遞。而

其只好創造出有別傳統的新穎情感：「堅實不驚山雀啅，圞圓或恐野猿偷。

袒胸蠻女因時摘，深目巫丁帶雨收。獨與黃蕉情戀戀，別呼紅竹口悠悠」，

而這情感也是極戲劇性且具異國風，已可說是傳統比興之越界與擴展。 

餘如林景仁〈牆角牡丹歌並序〉、〈為友人題摩達古刀用李昌谷春坊正

字劍子歌韻〉、〈紅毛丹三十四韻〉皆是跨越比興之例。 

三、異方多俶詭：風雅正統的傾斜與空白 

若由漢詩源流來檢視，自鍾嶸《詩品》中將詩的源流分為：國風、小

雅、楚辭三脈，內向抒情之意境較常以風雅為尚，因此杜甫〈戲為六絕句〉

有「別裁偽體親風雅」之句，「風雅」儼然成為漢詩正統。但跨文化詩學必

有「意外」之情、「驚異」之興，且非詩學正統所能範限。南洋之境就常以

「意外」、「驚異」之美學，跌宕迫出；自然野率，混亂有如洪荒，因此處

處都可見對風雅正統的懸置與空白。 

因而漢詩傳統中，詩經之外，楚辭實為風雅之變體。《文心雕龍．辨騷》

已云：「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鬱起，其《離騷》哉！」（劉

勰 45）南洋漢詩在意境上，已與詩經的溫柔敦厚風格反向，反而類似於屈

騷之辨體。《文心》舉出屈騷四事：「典誥之體、規諷之旨、比興之義、忠

恕之辭」(46)，認為四者同於《風》、《雅》。至於「詭異之辭、譎怪之談、

狷狹之志、荒淫之意」(47)四事，則是異乎經典者也。要之，楚辭有其經典

性的一面，也有其誇誕的一面。而南洋漢詩的意境，雖由屈騷變體出發，

但較之楚辭走得更遠。因此〈辨騷〉中稱楚辭「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

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侯，則披文而見時」

(47)。我們可由此來檢視南洋漢詩如何書寫俶詭異方，如何擱置了「風雅」

傳統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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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荒淫之意、詭異之辭」：雅正意境的傾斜 

南洋漢詩中常以荒淫之意、詭異之辭正面書寫異方驚奇之境，乃雅正

意境的傾斜。如： 

曼谷，其三 
不曾攜得丹青筆，遍寫楊妃出浴圖。露袒當胸墳起處，雞頭新剝不

如酥。[17] （許南英 41） 

曼谷，其四 

乘涼隱坐小輪舟，鼓浪隨波愛晚遊。見慣中華難見物，美人雙乳野

僧頭。（許南英 41） 

〈曼谷〉第三首特寫女性的袒胸意象，生動突出地使用了隱喻典故「楊妃

出浴」、「雞頭新剝不如酥」。而用楊妃典故不只是沿襲套用而已，實則在此

產生一新鮮的語意動能，華夷之間的間距張力，以便引出第四首：「見慣中

華難見物」，在講究禮數的中華文化中，「雞頭新剝不如酥」的造語，大概

頗難登大雅之堂，而在曼谷的公共空間卻習以為常。結句的「美人雙乳野

僧頭」將兩種中華難見意象並置，更呈現一種「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對

反之弔詭圖示。在「偏袒僧人服，蓬頭蠻女妝」（許南英〈遊暹羅佛寺〉 42），

也具有這樣的對反效果。荒淫之意實較之楚辭更有過之。 

南洋之境也常以詭異之辭呈現以醜為美的「惡之美學」： 

題外舅張耀軒先生摩達山別業 
蠻花善紅不禁羞，怪禽驚客叫鉤輈。[18] 涼颸墜葉秋蕭颼，威挫赤

帝[19] 不敢讎。古松為蓋翠幄稠，飲追河朔[20] 十日留。直覺呼吸通

斗牛，[21] 遄飛逸興凌滄洲。（林景仁 24-25） 

〈辨騷〉中稱楚辭「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侯，則披文而見時」(47)。

林景仁此詩，「蠻花善紅、怪禽驚客」等驚悚醜怪景象與聲音，「涼颸墜葉、

威挫赤帝」等冷熱交迫的時節溫度，頗令讀者如身歷其境。他更進一步引

用了「河朔飲」歷史典故、「斗牛」天文典故以及「赤帝」神話典故。大概

南洋之境詭異已非循聲得貌所可描摹完全，只能藉由典故、神話來隱喻出

逸興遄飛的超越之境。當然在異域，典故也會遇到一問題，即脫離了本有

的地緣，或將減損其鮮明具體的價值。如「赤帝」起於「五行」之說，「河

朔飲」源於三國曹魏，在中原本土本極自然就能召喚出意象與氛圍，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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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駁雜的南洋，恐怕只存留語義「南方炎熱」、「避暑之酣飲」的知性層

面而已。反而眼前身邊的新鮮具體之境自會補進來。因此「披文而見時」

的「時新」感覺益顯重要。 

因此「披文而見時」的接受美學需求，詩中必帶出當地特殊的時空感。

如： 

秋日與林眉生遊馬達山 
冒險排雲馭，迴峯彎復彎。侵晨還日里，向午在雲間。摩達[22] 椰
棚破，蘇丹[23] 草殿閒。野居成部落，興廢不相關。（許南英 193） 

山中晦夜 
幽舍鐙光小，吟情酒碗豪。鴞聲千樹惡，虎氣一峯高。月黑秋如鬼，

風飛夢不牢。披衣起長嘯，驚躍幻人刀。（林景仁 179） 

前一首詩前半段「侵晨還日里，向午在雲間」的確讓人感南洋時空的具體

生動，而詩後半段「摩達椰棚破」以下的發展，更道出了南洋的節候其實

超出了中國歷史上的時間系統，卻是散在海外的野居部落時間。後一首善

用動詞經營時間感，頗有唐李賀之風。中間兩聯造句精煉，靜中有動，而

尾聯在奇險動態中戛然而止，令人驚嘆，塑造出南洋蠻荒的惡之美學。 

風雅正統本宜表現秩序，但南洋之境卻自然野率，混亂有如洪荒： 

由山莊步至硫黃洞 
虯木千盤密，峯岑萬曲通。人家尊鬼俗，耕耨近華風。煙外菌香白，

雨中硫火紅。異方多俶詭[24] ，吟思入奇雄。（林景仁 27） 

許蘊叟偕眉生仲氏上山見訪，其二 
炎江多瘴癘，異境忽清華。涼夢褷襹鶴，秋心鼓吹蛙。飛泉晴故雨，

豔卉午能霞。不遇此山水，吳萊[25] 空自誇。（林景仁 25-26） 

登摩達山巔 
忽覺蠻峯小，真成吾道尊。浮雲孤杖撥，滄海一杯吞。狂下古時淚，

虛搖旅際魂。風塵遮白日，天地又黃昏。（林景仁 69-70） 

第一首「人家尊鬼俗，耕耨近華風」以「鬼╱華」相對的語意結構，勾勒

出此地的非鬼非華的人間異境；「異方多俶詭」尤為警句。第二首也以「瘴

癘╱清華」對舉，再次顯出世外異境的極端特質。第三首首聯也可見「蠻

峯」與「吾道」的兩相抗衡，野蠻與文明的頡頏爭鋒。頷聯以空間極遠（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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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滄海）╱極近（孤杖、一杯）之意象聯結，頸聯則以時空極遠（古時、

旅際）與近身（淚、魂）之意象聯結。這些詩的修辭其實都較楚辭更驚異

險迫，唯有在洪荒失序的南洋，乃能碰撞出這樣的詭異之辭、荒誕之篇。 

（二）故國的不見與斷裂 

跨文化的隱喻性書寫，往往顯現一方，而隱藏另一方。在「見」與「不

見」間構成「宛如／不如」的關係結構，留有許多空白，令人想像。兩人

詩作中較常見的「空白」便是對故國的不見與懸想，呈現出此間他異文化

與自我文化的斷裂： 

許蘊叟偕眉生仲氏上山見訪，其一 
嗟我久懸榻，遲君共采薇。生涯本傳舍，心事即柴扉。絕域驚龍

戰，中原感鹿肥。登高休眺望，恐濕漢臣衣。（林景仁 25-26） 

戊午十一月十日泊舟斐島 
毒暑驕殘臘，炎塵避曉暾。度關估客賤，夾道裸民尊。黃種悲今

日，神州惜舊藩。蠻江清百尺，誰喚獨醒魂。（林景仁 115） 

第一首先敘自己懸隔故土，本已放逐自己，甘於隱居。中敘遙知中原逐鹿

鏖戰不已，尾聯乃以否定語氣寄託自己心繫故國卻又不忍聽聞的矛盾之情。

第二首前半皆寫異地他方的蠻荒景象，後半進入內心情思，一面為當今黃

種人失勢而悲，一面又緬懷古時神州舊藩的風光榮景，尾聯遂點出獨自陷

入無力回天的悲傷氛圍。這兩首都讓我們看到南洋漢詩中因故國的不見、

斷裂所引起的懸想。此外如：「無限登樓鄉國感，一時青入瘴山濃」（林景

仁〈曼尼拉客舍〉 116）。「離心何所寄，應在夜郎西」（林景仁〈斐島曉發

別僑友〉 117）皆是。最顯隔絕之痛的則為以下一首： 

七洲洋舟中示志寬七弟 
龍愁鯨吼海天昏，遷客難招白日魂。萬里火雲封百粵，千年黑水界

中原。張榮[26] 誰獻修船策，徐衍空憐負石冤。[27] 一掬崖山[28] 亡
國淚，舵樓淒絕趙王孫。（林景仁 120） 

前半寫南洋與中原的懸隔重重，永難突破。後半引出張榮、徐衍典故，陳

明身在此地絕域流亡，宛如隔世一般。尾聯以「崖山」之典故，隱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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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身世一如亡國王孫一般。餘如：「故山一何遙，火雲為之隔。誤拋徐陰

巢，[29] 悔著阮孚屐。[30] 感茲秋氣生，忽覺離念劇」（林景仁〈山莊雨後望

不老灣火水山兩港寄蘊叟并示眉生〉 50）。「火雲」為熱帶南洋之象徵，至

此不免有悔離故居、輕易遠遊之慨。這些詩都藉由南洋與故國的「見╱不

見」構成了自我與他者「宛如╱不如」的關係結構。 

（三）以冷僻典故隱喻「南洋他者」陌生感 

當南洋之巫蠻／中原之風雅兩境能融鑄為一詩，可謂已臻至一種跨文

化的佳境。但其間乃經過多重的離合與跌宕，如： 

遊馬達山和貢覺原韻 
翠滴層巒漸放晴，沿溪乘興恣遊行。春隨驛路生和靄，樹為山靈管

送迎。猿鳥空山都寂靜，風雲大陸忽縱橫。馬來馬達如懷葛，不識

金戈鐵馬聲。蠻荒別有小乾坤，作勢羣山萬壑奔。古洞桃花紅滿逕，

遠山嵐氣綠侵門。地瓜有味蒸泥灶，天酒無香溢瓦樽。收入南洋風

土記，馬來半島小崑崙。（許南英 190） 

許南英此二詩乃遊馬達山而作。前首「猿鳥空山都寂靜，風雲大陸忽縱橫」

一聯將當地荒野地理形勢生動傳神地寫出，尾聯以「懷（有懷氏）葛（葛

天氏）」喻此地居民，將巫蠻／中原兩種境界挽合。次首首尾兩句「蠻荒別

有小乾坤」、「馬來半島小崑崙」，皆以隱喻挽合南洋╱中原兩地場域。而其

作詩——巫蠻的風土以風雅的漢詩書寫，更是融合兩方文化的象徵性行為。 

其他如林景仁〈摩達山溫泉〉，不免聯想許多漢文化語典，如神話典故：

「日御經咸池，浴後紅雲起。餘波墜炎庭，萬劫沸南汜。黃翁九千歲，告

朔三洗髓。[31] 至道可長生，谷神永不死」(49-50)，或歷史典故：「哀彼華

清湯，蓮花空麗靡。漁陽忽鼓鼙，遺恨成禍水」(49-50)，最終帶出南洋溫

泉之獨特性：「我來訪蠻峯，靈液濯清美。既已滌楚氛，復能痊秦痔。春風

融和中，秋水逍遙裏。祇愧紅塵穢，重為丹崖滓」(49-50)。似乎南洋溫泉

頗能將漢文化（楚秦）的沉疴滄桑一洗而淨。此詩也是能將風雅／巫蠻之

境錯雜交織之後融鑄為一。餘如林景仁〈題崖石〉在羅列南洋景物之後，

結語云：「驀地蠻兒紛怪走，破荒有客發狂吟」(55-56)，可謂奇思異想拔地

而起，蠻兒本是此地主人，自己為外地遊客，但因自己的狂吟，驚嚇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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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紛紛走避，構成了這異地他方主客易位的弔詭辯證。這都是能將巫蠻／

風雅之境離合跌宕與融鑄為一。而以下一詩更是絕佳範例： 

山莊晚眺 

平蕪十里暮雲蒼，絕好西風放獵場。伏地野苗[32] 祈石砮，[33] 窺籬

毛女[34] 搗漚榔。[35] 冷煙秋濕腥蛇市，黑月宵深泣虎倀。[36] 感我

永寧[37] 陳跡在，願隨朱彥學披荒。[38] （林景仁 58） 

用典本可重溫厚實的歷史感，但也易導向內向典雅之風。因慣用的典故過

於熟爛，故此詩欲寫巫蠻詭異之境，不得不用許多甚為冷僻之典故，以加

強蒼茫粗糙的陌生感。「原民放獵、野苗祈祀」場景中，借用《列仙傳》「毛

女」僻典，深刻描繪出當地的搗餅民風。在淋漓盡致書寫蠻荒景象後，尾

聯再以偏僻典故（「永寧朱彥」神異故事）提示著：跨文化意向的隱喻，處

處映證了披荒歷險總是異質並存、異象並作的超越之境。 

或許兩位詩人的巫蠻風格，與傳統漢詩中某類同調，如中晚唐韓愈（尤

其貶謫潮陽之後，具有豐富的南夷經驗）之怪奇險奧。[39] 但就如林景仁詩

集序所自道：「無當雅聲、終成旁道」，證明他們亦自知聚焦他者的異質書

寫與風雅正統已相去甚遠。而更重要的是：許、林二人的跨文化體驗，隱

喻的界線與拓展、典故的表象化與更新，迫使其「抒情自我」必須做一番

改變；表述位置跨界游動，以進入敘事意向的動態歷程，這已非如韓愈〈左

遷至藍關示侄孫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錢仲聯 1097）

式的「回顧中國」者所能追了！ 

參、他生或者來觀化：許南英、林景仁南洋漢詩的跨文化敘事 

隱喻方式有可能形成「意義的滿溢」(surplus of meaning)，而後引發整

個過程進一步的變化與創新。這就必須進入敘事過程。敘事是許多事件經

由情節組織而成，這表示它已經是一種語言的建構。隱喻是由開顯到詮釋

的過程，敘事則是從詮釋到建構。人總是有著與多元他者的關係，並且在

時間中不斷與多元他者進行互動與對話。所以會有眾多事件、行動與它們

透過情節佈局而進行的建構。故事的訴說，從開顯經過詮釋到達建構，使

得聽眾或讀者也能夠跨越自我，進行外推，進入多元他者的存在。經由故

事，人們可以朝向多元他者的存在方式開放，甚至可以向不同的存有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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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有領域開放，並且藉由對比與反省，可以彼此相互見證、相互豐富。 

然則許南英、林景仁的南洋漢詩，如何呈現這樣跨文化意向的敘事性

修辭？ 

一、 由安身到拓荒：詩中人物行動的動力轉換 

人物行動是事件的動力來源，模仿人物行動是敘事性修辭的根本要素。

南洋漢詩中我們可看到詩中人物行動的動力由「安身」轉換為「拓荒」，此

一轉換構成此類詩最重要的基本動力軸線。 

當然由安身到拓荒的轉變，是需經過幾番波折，如許南英早年初訪星

洲時，本欲投靠邱菽園，但求得「安身」：「冀北乍欣逢伯樂，汝南翻悵別

陳遵。……多少心胸未敢言，星洲何處是龍門。功名阨我終安命，筆墨逢

君亦感恩。」（〈送邱菽園觀察回海澄〉[40] 39-40）但晚年再次訪棉蘭時，已

具有一種拓荒的豪情： 

和林少眉見贈原韻 
招手棉蘭[41] 意不輕，波濤萬里御風行。栖皇魯叟居夷[42] 意，矍鑠

虞人去國[43] 情。暮日桑榆收末路，蠻天花草紀行程。張騫鑿空乘

槎志，[44] 不遇君平負此生。（許南英 172） 

此詩因林少眉邀約前往印尼棉蘭，是以對此行充滿憧憬；不辭萬里風濤御

風而行，自是任重道遠的自許之情。雖然頷聯連用「孔子居夷、虞人去國」

兩典，指這兩位古人其心都戀戀故主，雖去國而猶有憂國之情，似表明了

士人在本位與越界之間對自己的文化身份認同的再次對焦；但，頸聯又禁

不住對將前往的目的地有所嚮往：「暮日桑榆收末路」運用「失之東隅，收

之桑榆」典故，暗喻自己暮年晚景將有所收穫，蠻天花草將記下此行的生

命里程。在〈四疊林少眉見贈前韻〉（許南英 173）也提到：「遠志桑弧[45] 

償子願，當歸萊舞養親情」，寫自己此行乃為一償遠洋去國的林少眉之願，

為其丈人編敘史錄，完成林之孝親之情。 

由安身到拓荒是近乎一種認同的轉變，如許南英以下兩詩先質疑了漢

文脈的價值系統： 

七疊林少眉見贈前韻 
特達圭璋[46] 價匪輕，嗟嗟出色不當行。果真重器珍希世，其奈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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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不近情。何事擁書談孔孟，侈言格物學朱程。也應自笑寒酸氣，

梅子青黃纍纍生。(173-174) 

八疊林少眉見贈前韻 
到底迂儒一介輕，少年悔不列商行，搢紳自足官僚派，祿米徒繁仕

宦情。自昔管城無肉相，[47] 從來貨殖有規程。欲追端木[48] 為師範，

結駟連騎講治生。(174) 

前詩似夫子自道：自己如玉之才，雖然出色珍貴，卻不能迎合世俗。頸聯

將中華文化的主流孔孟程朱之學一舉否定，自嘲在當今之世充滿寒酸氣，

結句以「梅子青黃纍纍生」喻「酸」可謂生動幽默。後詩則表明自己想由

儒從商翻轉身份的強烈意向，對於漢文化傳統的主流思想提出質疑，突破

了安身宿命，朝向拓荒探險的旅程。 

雖然許南英此行最終仍難完全改變自我，但跨越界線認識他者的旅程

已然烙下痕跡： 

穀日[49] 感懷和貢覺 
殖民天闢此神區，閩粵鄉音聽忽殊。客館閒情聊戲雀，冷官鄉味不

思鱸。金錢若命羞酸子，[50] 肝膽論交友市屠。忘卻本來真面目，

胭脂粉墨任人塗。(188-189) 

詩首先認為南洋是殖民時代上天所開闢的「神區」——一個異鄉與故鄉交

相疊映的地方。即使華人甚多，閩粵鄉音聽來卻殊異。在此閒可戲雀，卻

又非思故鄉，自己也弄不清究竟是安居或旅寓。雖起程時自己願棄儒從商，

但此時對於視錢如命的價值觀仍深感不安，倒是在市屠之中肝膽相交頗有

自我與他者融合的意味。雖然結語不免有忘卻自我本真的遺憾之意，但這

也是到達南洋的跨出自我朝向他者的必然改變。許南英在南洋時曾值林景

仁歸國，時有〈送林眉生回國用蟫窟韻〉之詩，我們已可看出其對拓荒意

向的肯定與認同： 

摩耶[51] 踏遍天山雪，浪跡棉蘭有所思。歐槧亞鉛真國士，桑弧蓬

矢好男兒。海田變幻渾無定，昆季聯翩只自怡。訊汝重來惟一笑，

行空天馬本難羈。清澄秋水縐文波，攜手勞勞奈別何。豈為安居防

逸樂，轉來異國藉觀摩。故人歧路攀楊柳，野鬼空山夢薜蘿。丘壑

胸中君自有，未須泛海走關河。(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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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豈為安居防逸樂，轉來異國藉觀摩」展現了許南英當時對安身與拓荒兩

者的思辨。雖然結語有「丘壑胸中君自有，未須泛海走關河」之句，但其

實正因為林景仁「泛海走關河」的拓荒人格的養成，乃造就其迥異傳統文

人的「胸中丘壑」。 

林景仁因家世與姻緣關係，早已養成拓荒精神，且能在蠻野之域外定

居安身。許南英在南洋時就曾寫詩慶賀林景仁移居，頗喜域外居然猶有此

安身之地： 
賀蟫窟主人移居 

小小園亭好避囂，一枝棲息等鷦鷯。琳瑯萬卷蟫為窟，下上雙飛燕

有巢。入座衣冠無俗子，榜門風雅號詩寮。綠雲滿地涼於水，天半

聞吹弄玉簫。大隱何妨在市廛，曹倉鄴架供閒身。詩精梅鶴孤山畔，

鄉思蓴鱸古浪濱。風月無邊權作主，竹松不俗許為鄰。苦將文化維

蠻野，七字潛扶大雅輪。[52] (199) 

所謂「苦將文化維蠻野」，正是林景仁海外拓荒時的安身之法；「七字潛扶

大雅輪」透露其乃藉由詩律語言建構安身南洋的「此在」世界。林景仁也

曾有〈壽許厓岸先生〉四詩贈許南英：「天涯同覓一枝巢，不覺忘年此漆膠」

(76-77)，也透露遠在外地喜遇故知的安身之思。 

林景仁受其岳丈張耀軒影響，詩中對於南洋華人的拓荒精神更多頌歌。

如長詩〈壽外舅耀軒張公五十韻〉先敘張耀軒[53] 身世之後，詩續云： 

蔽日識鵬運，追雲羨驥馳。胸懷宗愨浪，夢寐武侯碑。仗劍飛蒲海，[54] 

浮槎[55] 貫月氐。[56] 隻身輕盪汩，孤興嗜嶔崎。蜃市腥潮雜，鮫宮

黑霧瀰。巢居探鷰鷇，隘寓傍雞塒。怪俗多胸結，殊妝半面剺。[57] 

避蛇驚毒蠱，治蜮採摩蚔。伏莽深宵盜，窺林白晝魑。蒼涼鍾子奏，

忉怛李陵悲。客盡生鄉思，公偏勵壯思。艱難成締造，慘淡屏遨嬉。

篳路山林啟，蠶叢榛棘披。九邊致田牧，四裔競詢諮。(39-42) 

將張耀軒的遠遊拓荒比喻為鵬驥，又如拓荒英雄宗愨或武侯，遠颺到天涯

域外，身歷重重險境，遭遇驚禽怪獸，目睹各種奇風異俗。同伴中都不免

客生鄉思，唯張耀軒能激勵眾志，鼓舞大家繼續開墾拓荒，終而贏得南洋

當地的仰重信賴。此詩鋪寫拓荒景象可謂生動至極。 

林景仁另一追隨對象為其妻之堂兄張步青：[58] 



楊雅惠_抒情自我與多元他者之間_165 

長歌贈內兄張步青 
梅水人材天下傑，我公尤推錚錚鐵。鬥雞走狗不稱意，出門大笑冠

纓絕。客言桓麟十二時，欬珠吐玉迸文思。[59] 王盧恥居前後輩，

楊孔直呼大小兒。生鱗即與蛟龍俱，未汗寧同駑駘趨。慷慨談兵如

抵掌，[60] 承明謁帝未生鬚。／從來意氣傾京洛，爾時骯髒[61] 凌朱

郭。毀家無惜千金產，受賞羣誇萬戶爵。黑頭王掾[62] 擁旌麾，博

望[63] 星槎[64] 絕塞馳。使者能臣蠻大長，[65] 外邦歡睹漢官儀。[66] 
╱男兒立身貴不朽，階華陟要[67] 亦何取。功成長揖賦歸田，販繒

屠狗真吾友。興公愛看赤城霞，[68] 猺草獞花[69] 到處家。逐臣一頃

南山豆，故侯五色東陵瓜。／即今蓬萊經三變，富貴浮雲豈足羨。

長安思致卜式[70] 才，扶餘爭播虯髯傳。我公笑指口啞啞，功名何

如飲酒者。豪氣且飛奇肱車，[71] 壯心尚獵大宛馬。[72] 太息英雄髀

肉消，韋平[73] 家世感金貂。[74] 秋風吹笛平泉墅，[75] 斜日扶欄渭

水橋。[76] ／孤山後人年廿五，賃舂正依伯通廡。[77] 故園東望我欲

愁，安得逐爾凌霄羽。(28-30) 

此詩聲情豪邁，氣韻鼓盪，生動地敘述出南洋華人的拓荒精神。全詩分四

段（引文中以「／」標示）。第一段先敘張步青年少時即嶄露頭角；第二段

敘其長而受賞封爵，權傾蠻夷。第三段則寫其視富貴如浮雲，長願隱居雲

遊，功成不居的高風一如漢代卜式與唐代虯髯客。而「豪氣且飛奇肱車，

壯心尚獵大宛馬」(28-30)一聯，充分表現其人格特質上馳騁邊域冒險犯難

的拓荒精神。最後一段稱頌張氏父子在南洋之位高權重，自己來此借住，

故園遙遠令人發愁，只盼能追隨其後共同開創前路。 

由這兩首長歌中我們都可看出林景仁對拓荒行動的關注，也造成其作

為一跨文化詩人之詩風迥異不凡的獵奇興味。 

二、 臺、華、蠻、夷之互為他者：多元歷史的對話喧聲 

南洋漢詩牽涉到多元種族的故事，也必然讓這多元種族互相對話。箇中

漢文化當然最是根基。如許南英詠林景仁岳丈（張耀軒）之兄張榕軒之園林： 

和公善茂榕園[78] 即事用前韻 

大筆淋漓肆傑波，[79] 張公氏族出清河。箕裘事業光支那，鐘鼎聲

華重覺羅。[80] 石馬空山遺壟在，龍駒渥水[81] 絕塵多。茂榕園裏思

先澤，撫盡桮棬哭當歌。(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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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榕園為一中式園林，因而此詩以漢文化為主軸書寫，其中翰墨、鐘鼎、

神馬等意象自有承襲自漢文化的神聖傳統。但「跨文化書寫」既將視線投

向他者，南洋又為一多元種族聚集之地，所以對多元種族的地理、人文、

歷史之好奇關注，必多過對漢族的鄉愁回眸。如許南英詩： 

和公啟〔善〕遊山二首用前韻，其二 
山中潭水縐文波，蠻婦巫人[82] 聚隔河。撞布[83] 當春收吉貝，[84] 
機絲[85] 永夜擘波羅。側聞棕種[86] 淪亡久，尤賴荷人庇覆多。祖國

八荒何處所。告哀為爾作新歌。(181) 

此詩前半為南洋男男女女（蠻婦巫人）的生活采風，後半則進入其民族歷

史的滄桑歷史。南洋棕種人淪亡已久，端賴歐洲荷蘭人的殖民庇覆。詩人

至此不禁為其哀痛：八荒浩渺，其祖國不知何在？這是最表層的詮釋。然

而雖為南洋種族哀痛，其實不免也是詩人自己觸景生情，對自己的出身地

臺灣因割讓給日本而生的亡國傷痛。因而此詩雖明寫蠻族，其實也暗寫臺

灣，「荷人」背後則隱喻「日人」，「祖國」則隱喻了「華」，詩境成了多元

種族的對話喧聲；這是第二層詮釋。但我們猶可再進一層說：其實「祖國」

之問，乃成了全人類各民族的普遍心聲。如此讓「抒情自我」穿越「多元

他者」之後，形成了一種嶄新的普世性。 

林景仁的〈伽曼耶裔觀摩達土人賽會寄蘊叟〉一詩，也同樣具有這多

元文化交相疊映、種族聲音爭相喧嘩的情形： 

玉煙珠淚香鬱勃，寶光璀璨雕鷲窟。[87] 大秦[88] 羞鬥繭絲氈，青城

還輸龍縞襪。[89] 棖觸曩春七鯤夢，鮫宮風景正彷彿。何限銅仙辭

漢心，可憐口中銜石闕。[90] 赤眉昔日陷長安，古聖園陵悲發掘。

蘭亭真本出人間，回首東南王氣竭。朅來彭州訪羌市，[91] 胸頭眼

底猶摧捽。卻笑遊人似甕雞，[92] 舌撟不下[93] 足為蹶。(63-64) 

此詩前四句引用各種神話典故，曲折離奇，極寫南洋賽會的奇觀。但第五

句筆鋒一轉，思及往日臺灣廟會之景象，不禁黯然神傷，頗有金銅仙人辭

漢之哀，無言可說。第九句起乃又轉到中原國運，赤眉軍雖是新莽末年起

事的軍隊，但在此或指歷史上一切內部起義或外部入侵的勢力，使得中華

氣運逐漸由盛轉衰。結尾似回到眼前南洋賽會擁擠景況，卻又是暗喻中華

花果凋零之後，華人乃散居域外邊遠四地，身體眼目皆須與外來文化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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牴觸、衝突不斷，處處承受著「戎夏交捽」的痛苦。看到遊人宛如甕裏醯

雞一般，只覺滑稽可笑無以言對。而這又何嘗不是華人在南洋必須蛻變的

自我鏡像？ 

幾首詠史懷古之作，則以南洋為主軸的感懷敘事。林景仁〈過麻六甲

海峽〉由地理聯想歷史： 

鱟帆[94] 出峽口，狂潮陡鼉吼。白鳥背雲飛，青山挾舟走。天塹憑古

今，函谷一丸守。紅夷反主客，南州扼其紐。[95] 蟠踞雄百年，劫灰

冷已久。訪古淚汍瀾，悲吟起秦缶。落霞捲秋濤，如碎珊瑚藪。(165) 

麻六甲海峽素為南洋重要航道與兵家必爭之地，地勢迥出，海景驚異，簡

練超拔的句式，必是實景的刻畫。詩中又將此地比喻為中原的天塹函谷關，

「訪古淚汍瀾，悲吟起秦缶」，因而經過此地，雖是為南亞歷史而悲，卻也

不免感同身受為中國神傷。結語的「落霞捲秋濤，如碎珊瑚藪」，又似將這

一切興亡歷史，無論中外古今，何等絢爛斑駁，盡付波濤碎浪中。其又有

兩組組詩更細細考掘中國、南洋與西夷的關係。〈巴達維亞城即事五首（林

景仁 182-183）如下： 

一 
暑盛秋潮沸，瘴澄夕照殷。夢迷鸚母[96] 地，頭痛罽賓山。[97] 閩越

千年寓，東西二姓[98] 蠻。宋劉[99] 稽舊史，玉曆記曾頒。[100] 
二 

天駟[101] 奚須候，災蝗不見欺。三收成奧族，[102] 萬頃傍春陂。故

里悲兵燬，[103] 何人辨土宜。井田中正制，百代想良規。 
三 

窮覂[104] 來軍府，[105] 徵求到遠荒。輸金[106] 憑佛汗，[107] 點石乞仙

方。海外艱難血，[108] 中朝飽滿囊。渡江名士鯽，[109] 冠蓋日相望。 
四 

官道黃泥阪，人煙翠嶺坳。花猺知媚客，海錯更登庖。異味嘗鶉卵，[110] 
鄉心入燕巢。[111] 微吟誌龍鮓，[112] 好事競傳鈔。 

五 
儋耳[113] 題蘇子，新豐醉馬周。[114] 羈情駒局促，蠻俗鳥鉤輈。[115] 
十日同行腳，明晨又掉頭。秋心正飄蕩，遠櫓忽咿嘔。 

以上第一、二首寫南蠻與中華是舊蕃屬關係。第一首寫此地熱帶瘴癘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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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越人千年來此即已寓居，成了東西姓氏並陳的蠻族。華人宋劉宗親如稽

考舊史，應當記得明朝在洪武年間曾頒大統曆給爪哇。第二首寫華人在巴

達維亞的農耕，主車馬的星宿良辰似乎無須等候，昆蟲災害也不會侵擾，

幾度收成之後變成富有的大族，良田平疇一碧萬頃。可惜一七四○年的紅

溪慘案後已遭戰亂而毀，早已辨認不出大地對居民的盛產恩惠。昔時的井

田中正制，如今只能遙想而已。第三首則寫南蠻與西夷為近代殖民關係。

海外移民許多是因窮乏而來從軍，也被編派到遙遠邊荒。金礦石礦無不努

力開採。但這海外拓荒的艱難心血，卻往往被殖民政府及招工客館中飽私

囊。而今渡海而來的人士更日漸增多，已是冠蓋雲集的盛況。第四、五首

則寫現今南蠻與中華的移民流寓關係。第四首寫在黃泥之坡、翠嶺之坳，

都可見此處人煙鼎盛、風光明媚、物產豐饒，足以誘惑海外遊子；而詩人

在此吟詠珍饈異饌，可供後人傳鈔。此詩以飲食串成文化觸角，測繪出華

人在南洋的欲望地圖。第五首先舉蘇軾在儋耳、馬周之在新豐，皆因羈旅

不免困窘的典故，隱喻自己當前處境，並敘述自己行程匆匆，周遭蠻語如

鳥鳴，與己漠不相關。同行者暫聚又忽散，形影飄盪居無定所，遠櫓之聲

訴說這海國南洋多元種族的離合變動之悲歡故事。這〈巴達維亞城即事〉

組詩五首我們可以看到焦點均聚於此巴達維亞城，編織成南洋與舊中華、

西夷、新近中華的過往歷史脈絡與未來世界之欲望地圖。 

此外林景仁另有〈詠古〉(51-53)三首也頗為精彩： 

一 
炎雲曾護漢旌旗，介子[116] 威名尚月氐。[117] 金葉舊傳修貢表，[118] 
丹書長炳紀功碑。[119] 一從赤縣紛多故，坐見珠崖棄莫追。[120] 搗
穴犁庭[121] 成太息，東南霸氣已斜暉。 

二 
強鄰璧馬[122] 市虛恩，龍尾伏辰[123] 祀不存。李煜投戈難守險，劉

鋹執梃竟稱藩。[124] 象軍[125] 遙渡阿尼里，[126] 牛火宵燔克拉屯。[127] 
上下大神徒供養，至今鬼怨竹王魂。[128] 

三 
唐時已叩玉門關，[129] 跡遍婆羅萬里山。[130] 一代遺鐘秋草沒，[131] 
千年古幣土花斑。[132] 虯髯肯作扶餘主，胡婦能憐屬國鰥。[133] 佈
地黃金誇樂土，謫仙何必夜郎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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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首寫南洋曾是中華蕃屬，為天運所護祐。鄭和下西洋時也曾保護了蘇

門答臘政權而威名遠播。南洋藩屬階層奉金葉表文向中華稱臣朝貢，鄭和

通藩功績也被南洋各地立碑丹書。但自從中華變故紛擾之後，鞭長莫及，

徒令南洋屬地棄守難追；長驅直入敵營的往事，只成一聲嘆息……中華對

東南亞稱霸的氣勢已如日薄西山。第二首寫西方強鄰以輸送利益，假意賺

取了南洋當地人的服從感恩，漢文化統緒的紀年祭祀遂已不存。同為降王，

有人如南唐李煜投戈而不能守險，有人卻如後漢劉鋹願執梃諂媚新主而竟

稱藩。亞齊戰爭中，衝鋒陷陣的象軍遙度亞齊海峽，牛火徹夜焚燒了亞齊

城。然而亞齊終究還是飲恨吞敗；不禁悲歎：向來對上下神明的供養是枉

然了，至今鬼魂都怨恨著夜郎自大的蠻王！第三首寫唐代時僧人西行取經

已穿越過西行咽喉玉門關，足跡踏遍婆羅洲綿亙萬里的山脈。明朝頒給亞

齊王的鐘尚存於秋草之中，張耀軒家藏的千年古幣也長滿了斑駁青苔。華

人一如唐代虯髯客肯放逐自己到外地做扶餘君王，南洋婦人也願與華人通

婚。此地遍地黃金實足誇為樂土，李白又何必由夜郎再歸返中原呢？結語

似有樂不思蜀之意。〈詠古〉這組詩將「南洋」從中華舊蕃、西洋新殖民地，

以至於近代海外華人多金樂土，層層翻騰，自我與他者的解構與重組猶如

辯證一般。 

對於中華與西夷關係，林景仁有詩〈銘三佩鑾志寬三弟由米洲渡英京

遊學歌以送之〉敘述之。首四句稱頌大丈夫宜志在四方，不宜悲歌行路難。

第五句起敘吳家昆弟素嗜異國之書，志在域外之境。而中原地區風氣柔糜、

國勢衰頹，又為外強侵擾、王道久息，士人無路可出。繼而寫道： 

雪恥走求計然[134] 書，變服遙搜主父術。[135] 吾聞西極二億三萬三

千五百里，貝闕鮫宮五更市。奼女工數河間錢，妖童慣呈疏勒[136] 

技。賢者不免習俗移，旅居時逢見獵喜。有用黃金擲虛牝，無窮尺

璧隨逝水。(121-122) 

「雪恥」二句寫昆弟乃思變法圖強，尋求計然經濟之學、主術外交之方。

「吾聞」之後寫聽聞西夷風俗華麗狡幻，賢者也不免受其感染，旅居時常

見獵心喜；千金浪擲，盡付流水。此詩已描繪出西夷近代資本主義的富裕

形象。另一首〈治生卮言四首寄倫敦銘三弟〉(139-142)組詩共四首，第一

首寫漢文化的治生價值觀中「衣食與文章」常兩相矛盾，但若考察歐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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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道理其實東西皆同。第二首說西人富裕也由勤儉而來：「大賈出西州，[137] 

百年枝葉茂。不隨世風靡，能循先人舊」，但「吾國紈袴子，徵逐多昏謬」

(140)，指出國人常不知此而盲目競逐利益；對於跨際之間「文化表象」與

內在根源文化精神的密切關係實多所寄意，也期盼昆弟審慎思辨。其第四

首如下： 
……善觀萬貨情，自得一世利。蕞爾炎海隅，百端尤詭異。善舞恃

長袖，出奇樹疑幟。[138] 趨時若鷂摶，負客比鱟[139] 媚。如讀五木

經，[140] 如作六塞戲。[141] 百萬產可傾，一夕富立致。俄頃見升沉，

於茲判拙智。惜寄人籬下，他族多陰忮。茶酤榷何嚴，車船算必備。

辛苦僑民血，激昂志士淚。神州霸氣衰，不見崙崑使。魚肉供刀俎，

已矣何所芘。哀鴻此嗷嗷，物各悲其類。太息望鄉關，火雲正東熾。

(141-142) 

治生致富之要訣在於「善觀萬貨情」，但在熱帶南洋龍蛇混雜之地，卻常有

人長袖善舞、奇招百出，賭博塞戲，貧富立判。華人寄人籬下，不免受人

陰險苛刻之待遇；而祖國霸氣已衰，也無能庇護。炎炎赤日下只能望鄉長

嘆。此詩中所寫西夷殖民下的南洋是一金銀翻騰的賭場，而西夷既是一資

本主義兼帝國主義的形象，它搶奪了神州的霸氣，切斷了南洋與中華舊有

的聯結，讓華人淪為南洋的「他者」，而「物各悲其類」的多元種族故事，

敘述了自我與他者關係斷裂的世變悲劇。 

綜合以上諸詩，我們可以看到許南英與林景仁的南洋漢詩在歷史敘事

的修辭上，編織了一個跨文化的語意方陣，敘述南洋此地多元種族的歷史

故事。可以圖示如下： 

 

華 臺 

自我 

蕃

屬 

他

者 

殖民 

南洋（蠻） 西洋（夷）／東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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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視臺灣猶如自我之一部分，臺灣視中華也常視母國的親密關係。而中

華視南洋（蠻）為藩屬，但西洋（夷）對南洋（蠻）則是殖民關係，在西

洋（夷）對南洋（蠻）的介入後，中華或臺灣乃真正開啟了一「他者的視

域」。就臺灣出身的詩人而言，西洋（夷）與東洋（日）其實有極類似的類

比關係，因其都是殖民宗主國的身份。因此在觀看南蠻與西夷的關係時，

常如鏡像一般返照到自己為日本殖民的身份情況。這語意方陣共同訴說了

一個南洋場域的跨文化故事，也是一個近現代世界的具體縮影。 

三、海上六鰲誰能策：神話思維對世界觀的重塑 

神話並非只存於遠古時代，神話也在現代世界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它

不斷地在形塑我們的世界觀，讓我們看見一個未來的世界。詩人在南洋遭

遇了新異的多元文化社會，必也有一新的世界觀出現，他們又如何在詩中

呈現這新奇的世界觀呢？神話顯然是一重要的思維方法。 

許南英有〈自感呈張公善領事用前韻〉一詩： 

宦海風濤九折波，收帆老去倚西河。六鼇海上誰能策，一鶴雲中未

可羅。嘯傲自甘藏我拙，譏讒還恐忌才多。杜陵瀼水無聊甚，手柄

長鑱作七歌。(179) 

詩中引用了六鰲神話——負載五仙山的六隻大龜。相傳渤海之東，有一深

壑，中有岱輿、員嶠、方壺、瀛洲、蓬萊五山，乃仙聖所居之地。然五山皆

浮於海，常隨潮波上下往還。「帝恐流於西極，失羣仙聖之居，乃命禺彊[142] 

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

然而這神話後半的發展就更令人玩味：「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

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

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沉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楊伯峻 94-96）。

事見《列子．湯問》。結語「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敘寫海外播遷壯觀的世

界圖景，足見「六鰲」[143] 是海外移民的源頭神話。許南英由世變滄桑、宦

海浮沉而遠走關河，所遭遇的鴻溝巨壑，遠比屈原之遭遇更大，比歷來的貶

謫遷客更深。許南英另一首詩中也曾引用許多神話典故，至尾聯「泛槎適興

窮海島，貫通歐槧與亞鉛」[144] 道盡現代華人穿梭於東西文化的神奇技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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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景仁則有一組詩〈摩達山〉(21-23)不僅是引用神話，而且是再創了神話： 

一 
五嶽分中原，割據互雄猜。此山羞與伍，逃作南方魁。洪荒幾萬載，

含德如未孩。焚刊不到處，終古閟炎埃。靈氣積難舒，奇光掩莫開。

鬱鬱不自見，空負偉異才。時作風雷吼，似訴沉淪哀。吾家有玉山，

墜落亦蒿萊。[145] 一萬三千丈，東顧腸九迴。欲效沈炯表，上奏通天

臺。乞得夸娥[146] 力，并措禹域[147] 來。雙峯遞主賓，朝暮相追陪。 
二 

南蠻多古族，其源出軒轅。未識晉魏年，自成朱陳村。[148] 鑿井與

耕田，寧知帝力尊。惜哉為治者，大傷天地根。鞭笞藉示威，餅餌

假市恩。機詐迫而生，淳悶蕩無存。 
三 

海國本沃土，此鄉尤上腴。精茗奪龍團，[149] 玫瑰勝蛇珠。[150] 黃金

枉佈地，半踞碧眼胡。酋首爾何知，拱手但食租。回頭望中原，天

府誇雄區。華實蔽平野，萬倍此一隅。坐令好江山，斷送付狼貙。[151] 
神明有華冑，待看淪為奴。自弔且未遑，哀人奚其愚。 

第一首寫南方山魁是因五嶽割據雄猜，羞與為伍遂逃而來。在此涵德葆光，

歷經萬載，都未遭開發。因而蘊蓄許多靈氣奇光，時作風雷之吼，宛如陳

述自己沉淪之悲哀。而後筆鋒一轉，思及家鄉玉山，也一樣墜落於蒿萊荒

草之間。自己每一向東顧望，都不禁愁腸百轉千迴。最後以神話想像希望

能上奏天庭，乞得大力之神，將二山一起搬到中國來。雙峯輪流做主賓，

自己也可朝夕相陪。此詩實在突發奇想，可謂重製了舊有的山靈神話。也

可見出林景仁是願與南洋、臺灣的山岳為伍，而其前既云：「此山羞與伍」，

其後雖云「并措禹域來」，但並未再提及象徵政治權力中心的「五嶽」，在

此「禹域」只是一「世界秩序的源初理想界」之義，而非指當今政治權力

的國體空間，因此，不同於以「同一自我」行華夏中心主義的抒情，而這

詩末的奇想也只能算是其跨越抒情邊界後重塑世界觀的神話詮釋。 

第二首寫南蠻古族多出於軒轅，但早就離開中原，因而不知有中國朝

代紀年，自成種族單純的村落，聯姻成婚延續世代；農耕自足，不知政治。

可惜近來的當權治理者，威恩並施，迫使民風漸變，淳厚漸失。第三首寫

南洋海國本為沃土，印尼尤其是最豐腴之地。盛產茶葉、玫瑰，都勝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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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極品寶物。黃金也遍地都是，可惜當今大半為西方人所佔據。不禁慨

歎蠻族酋長愚昧，為得租金而將土地拱手讓西人。其實回頭看自己祖國中

原，天府雄區華實避野，較此地更逾萬倍，也一樣空令江山斷送他國。原

先是神明的華冑，都將淪為奴僕。結語的感嘆，可見詩中實將自我（中華）

與他者（蠻族）的命運相類比。以上三首，第一首以神話式的想像寫自我

與他者的錯雜因緣，南蠻與中原兩者的關係是「不爭與爭霸」的互動因果，

再聯想到臺灣，隱喻了臺灣中原的互動關係也是相仿的類比處境。第二首

從歷史追溯南蠻與他者（西夷）的故事。第三首先寫南蠻與他者（西夷）

的故事，再回首寫自我（華夏）與西夷的故事，而南洋與中華之間乃構成

一種類比關係。中華再也不是唯我獨尊的抒情式自我，而是與南洋蠻族相

遇之後自我與他者交相疊映的鏡像。 

兩位詩人的南洋漢詩的確創造了一種「殖民天闢此神區」的神話想像。

林景仁在論其與許南英在南洋相遇時，曾用了許多神話語典來形容： 

《窺園留草》林景仁序 
右軍泛海，服食實偕許邁以修；尉佗居粵，日夕以見陸生而喜。[152] 
毗野樹[153] 下，青嘯如仙；婆羅山頭，長歌當哭！涼雲洗暑，其飛

奇肱之車；古月招秋，同聽扶婁[154] 之樂。弓衣爭繡真講，繭紙傳

鈔；舍人如卭負蟨，[155] 唯夔憐蚿。[156] 是則杜陵入蜀，惟焚張籍

之灰；蘇髯竄荒，獨設魯直之像。(7-8) 

而論許南英詩風稱其：「先生椎輪[157] 大雅，丹艧[158] 元氣」(7-8)，「椎輪」

常用以比喻事物草創，此應指近現代面向新世界時許南英新詩風的創造性；

「丹雘」本指可供塗飾的紅色顏料，引申為塗色、藻飾，再比喻為君王的

恩澤，在此宜指許南英詩風潤澤了現代世界的元氣。可見許南英藉著詩思

與神話思維，企圖營造一自我境界的新世界觀。 

對於林景仁的詩，許南英在〈題蟫窟主人摩達山漫草〉中說林景仁在

摩達山：「此中何所有，清氣滿乾坤。旦夕動天籟，綴響成佳文」(194)。「執

筆弄柔翰，漢魏撤藩籬。仰首望秋月，世變不可知」(195)，都可見許南英

稱林景仁作詩可引動天籟、改變歷史，營造一新的乾坤境界。另如〈題蟫

窟主人詩卷〉：「詩卷自編忘晉魏，知君滌筆在山泉」、「夕陽指點霞成綺，

幻出晴天錦繡文」、「寄聲報與山靈道，開遍荒山六萬花」、「動操眾山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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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蠻花犵鳥盡知音」(196)，都說明了詩境如神話般另造了宇宙與世間。

而之所以有此新境之開創，應與南洋之地緣密切相關。如許南英〈題摩達

山詩草〉所云：「負笈扶桑海外天，西風飛雁遞雲箋。等身著作將充棟，此

是南荒汗漫篇」(197)。正是在南洋這荒野遠地，使他們覺得「盪胸生層雲，

山靜如太古」(197)，可以在其中「濯足扶桑海，滄波策六鰲」(197)，更讓

他們彼此讀詩後宛然再創世界：「讀君摩達草，結想到遙岑。一片鈞天樂，

飄然世外音」(197)。 

肆、「抒情自我」與「多元他者」的動態存有觀 

許南英、林景仁皆為臺灣出身，旅寓南洋而有漢詩跨文化書寫，此間

兩人由於旅寓時間幅度、涉入當地文化的深度，稍有不同。因而許南英或

較傾向於抒情自我一端，林景仁則較傾向多元他者一端。箇中細節，猶待

深入考察。本文旨在透過以上論述，追溯了漢詩抒情傳統在近代世變中岐

出與遞變的歷程。我們以兩人南洋漢詩為範圍，以跨文化詩學為進路，分

由跨文化意向的隱喻性修辭與敘事性修辭兩大部分。前者（隱喻性修辭）

首先由語言披荒式的運用，看出這為召喚他者的詩意起點；其次對比興的

界限與拓展、對風雅意境的懸置與空白，終而讓抒情自我與南洋他者由隱

喻的離合跌宕而融鑄為一。後者（敘事性修辭）探索其如何由一抒情者到

作為一旁觀者，如何敘述自我與他人的故事；首先由安身到拓荒：詩中人

物行動的動力轉換之探索，而後到國族的多元歷史對話喧聲，形構了臺、

華、蠻、夷之互為他者的語意場域；最終則在「海上六鰲」般的神話思維

下，對世界觀有了新的重塑。 

因此我們可以說臺灣詩人的南洋漢詩，創造了「抒情自我」與「多元

他者」之間的動態存有觀。沈清松從跨文化哲學角度認為：動態關係的存

有論，或者，在自由中的關係與在關係中的自由這一存有論的實情，是我

們所有的生命故事——不論是真實或是想像——的最終基礎。這也是人可

以不斷跨越界域的根本動力與基礎（沈清松 33）。因而，跨文化詩學方面，

漢詩面對全球化的現代性，也必然朝向一「抒情自我」與「多元他者」之

間的動態存有觀發展，如此才可開拓一雄渾的風力，而不只是墨守神韻的

晚景。而臺灣詩人的南洋遠遊，可說是開啟了這漢詩躍變的先聲。 



楊雅惠_抒情自我與多元他者之間_175 

註 釋 

 1.  例如顏崑陽以「詩美典」的多面向變遷與叢聚狀結構提出了反思，龔鵬

程、黃錦樹則提出了批判。 
 2.  林景仁及其詩的研究，可參余美玲，〈林景仁《摩達山漫草》、《天池草》

探析〉，《臺灣文學研究學報》no.24:199-243。 
 3.  「拔馬」係左鎮舊稱，為西拉雅新港社支社名。 
 4.  詳見楊雅惠，〈明末清初抒情傳統的跨文化美學濫觴：以吳歷為主的考

察〉，《漢學研究》37.4(Dec.): 275-319。 
 5.  回顧中國或反中國中心主義——此觀念援借近來的「華語語系」論，可

參史書美，《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臺北：聯經

出版公司，2013），頁 57-58。 
 6.  語出《孟子．滕文公下》；孟子曰：「一齊人傅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

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

不可得矣」（阮元[校刻] 112-113）。 
 7.  李靖，字藥師，雍州三原（今陝西省三原縣東北）人。隋末唐初名將，

唐朝封為衛國公，世稱李衛公。杜光庭〈虯髯客傳〉：「貞觀十年，靖位

至左僕射平章事，適東南蠻入奏曰：『有海船千艘，甲兵十萬入扶餘國，

殺其主，自立。國已定矣。』靖心知虯髯得事也，歸告張氏，具禮相賀，

瀝酒東南祝拜之」(181)。 
 8.  《後漢書．郭符許列傳》：郭太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家世貧賤。早

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

就成皐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乃游於洛陽。

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范曄 797-798）。 
 9.  古代使臣乘坐的一種輕車，或古代使臣的代稱。 
10.  《楚辭》，王逸〈九思．悼亂〉：「陟丹山兮炎野，屯余車兮黃支。」原注：

「黃支，南極國名也」（洪興祖 324）。 
11.  《漢書．匈奴傳上》：「匈奴謂天為撐犁」（范曄 1595-1611）。宋歐陽修

〈代王狀元拱辰謝及第啟〉：「陸機閲史，尚靡識於撐犂；枚皋屬文，徒

率成於骫骳」（歐陽修 2001: 1433）。 
12.  南嶽七十二峯，是指南嶽衡山的七十二座山峯，分佈於衡陽、長沙、湘

潭等地。 
13.  序云：「林投亦名「露兜」；產臺灣，果葉似波羅。農家植之隴陌，間以

為藩籬。近時工師取其葉製帽，柔潔可愛。」詩云：「公裝夏帽仿西歐，

編織新搜樹葉柔。洗去泥塗膚自白，絕無芒刺背能留。葛巾陶令思歸隱，

箬笠蘇公愛自由。嘉木蕃生遍臺島，此鄉番語號林投」（許南英 113）。 
14.  即石榴。因產自古安息國，故稱。《博物志》卷六：「張騫使西域還，得

大蒜、安石榴、胡桃、蒲桃」（張華 68）。 
15.  茞、蘭香草，喻高潔人品。杕，原意指樹木繁茂，特立獨出。《詩經．國

風．唐．杕杜》：「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



176_《中山人文學報》 

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有杕之杜，其葉菁

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

弟，胡不佽焉？」毛詩序：「《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

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並爾」（阮元[校刻] 223）。 
16.  更迭遞送的驛郵。此暗用唐明皇為貴妃快郵遞送嶺南荔枝之典。 
17.  《隋唐兩朝志傳》第一○三回〈安祿山范陽作反〉：「或時帝與貴妃共坐，

祿山侍側，帝戲指貴妃乳曰：『軟溫新剝雞頭肉。』祿山對曰：『滑膩初

凝塞上酥』」。雞頭肉為蘇州對芡實的俚稱。果實呈小圓球形，上尖端突

起，形如雞頭，故名。 
18.  可有兩義：一、鷓鴣鳴聲。二、象聲詞，形容某些南方方言的語音。 
19.  赤帝，南方之神，為五天常之一。因五行中以南方為赤色，故稱南方的

天帝為「赤帝」。見《晉書》卷一一〈天文志上〉（臺北：藝文印書館，

1982）。炎帝。因以火德王，故稱為「赤帝」。《淮南子．時則》漢．高誘．

注：「赤帝，炎帝，少典之子，號為神農，南方火德之帝也」。 
20.  《初學記》卷三引三國魏曹丕《典論》：「大駕都許，使光祿大夫劉松北

鎮袁紹軍，與紹子弟日共宴飲，常以三伏之際，晝夜酣飲，極醉，至於

無知。云以避一時之暑，故河朔有避暑飲」（徐堅 151）。后因以「河朔

飲」指夏日避暑之飲或酣飲。 
21.  二十八宿中的斗宿和牛宿。 
22.  原作者許南英註：「番名。」 
23.  原作者許南英註：「王號。」 
24.  《呂氏春秋．侈樂》：「大鼓鐘磬管簫之音，以鉅為美，以眾為觀，俶詭

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畢沅注引李瀚曰：「俶詭亦作諔詭，

奇異也」（陳奇猷 266-267）。 
25.  吳萊，元朝學者。字立夫，本名來鳳，門人私諡淵穎先生。浦陽（今浙

江浦江）人。平生喜遠遊，著有〈甬東山水古跡記〉、〈聽客話蓬萊山紫

霞洞〉等詩篇。曾云：「胸中無萬卷書，眼中無天下奇山水，未必能文，

縱能，亦兒女語耳」。 
26.  張榮，清州人。元初造船名人。《元史》有傳：「張榮，清州人…。戊寅，

領軍匠，從太祖征西域諸國。庚辰八月，至西域莫蘭河，不能涉。太祖召

問濟河之策，榮請造舟。太祖復問：「舟卒難成，濟師當在何時？」榮請

以一月為期，乃督工匠，造船百艘，遂濟河。太祖嘉其能，而賞其功，

賜名兀速赤」（宋濂 1709-1710）。 
27.  《文選》，鄒陽〈於獄上書自明〉：「徐衍負石入海。」呂向注：「徐衍惡

周末之亂，負石投於海中」（蕭統 726）。 
28.  地名。位於廣東省新會縣南海中，南宋迫於元軍，陸秀夫負帝昺投海於此。 
29.  黃庭堅六言詩〈題灊峯閣〉：「徐老海棠巢上」黃庭堅自注：徐陰樂道，

隱於藥肆中，家有海棠數株，結巢其上，時與客巢飲其間」（黃庭堅 5）。 
30.  阮孚喜愛木屐，時常擦洗塗蠟。典出《晉書．阮籍傳》。 
31.  [東方]朔以元封中游濛鴻之澤，忽見王母採桑於白海之濱。俄有黃眉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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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阿母以告朔曰：「昔為吾妻，托形為太白之精，今汝此星精也。吾卻

食吞氣，已九千餘歲，目中瞳子，色皆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歲一

反骨洗髓，二千歲一刻肉伐毛。自吾生，已三洗髓五伐毛矣」（郭憲 1-2）。 
32.  苗族，中國少數民族，在此指南洋的異族。 
33.  可做箭鏃的石頭。 
34.  傳說中得道於華山的仙女。 
35.  朱輔《溪蠻叢笑》：「牛榔木多漿，貓猺餐飢缺食，則先以火窖地，掘根

置窖中，壓以石，又用火漚熟，搗作餅餌，名漚榔」。 
36.  虎倀，相傳被虎吃掉的人，其鬼魂為虎的奴隸，以引導虎吃人，稱為「倀

鬼」。 
37.  永寧石獅城隍永寧石獅城隍是福建泉州晉江人的保護神。 
38.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十八．鬼三：「永嘉朱彥，居永寧。披荒立舍，

便聞弦管之聲，及小兒啼呼之音。夜見一人，身甚壯大，吹（「吹」原作

「呼」，據明抄本改。）殺其火。彥素膽勇，不以為懼，即不移居，亦無

後患」（李昉 2515）。 
39.  感謝審查委員之一提出此觀點。 
40.  原作者許南英註：「時奉其先封君靈柩回籍。」 
41.  棉蘭為印尼蘇門答臘島第一大城市。 
42.  《論語．子罕十四》：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

居之，何陋之有？」（阮元[校刻] 79）。 
43.  《孟子．萬章上》：「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

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

年已七十矣……」（阮元[校刻] 172）。 
44.  宗懔《荊楚歲時記》：「舊説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每年八月

有浮槎去来，不失期。人有竒志立飛閣於槎上，多齎粮乗槎而去。十餘

月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遙望宮中有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

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為説来意，并問：此是何處？

答曰：君還至蜀都，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上岸。因還如期。後至蜀問

君平，君平曰：某年某月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正此人到天河時也」

(23-24)。 
45.  古代於男兒出生時，以桑木製弓，蓬草作矢，義取男兒長成後必如蓬草

般志在四方。語出《禮記．內則》：「國君世子生，……射人以桑弧蓬矢

六，射天地四方」（阮元[校刻] 534）。 
46.  形容德才卓絕，與眾不同。戴聖《禮記．聘義》：「圭璋特達，德也」（阮

元[校刻] 1031）。 
47.  黃庭堅《戲呈孔毅父》：「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60-61)。 
48.  端木賜，字子貢，善於經商之道，曾經經商於曹國、魯國兩國之間，富

致千金，為孔子弟子中首富。 
49.  穀日，又叫穀日節，每年的正月初八是民間傳說中穀子的生日。傳說正

月初八天氣晴朗，則主這一年稻穀豐收，天陰則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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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譏稱窮困寒酸的文人、書生。《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若遇同席有幾

個學裏酸子，我眼角裏還不曾看見他哩！」 
51.  摩耶(梵語：माया，māyā，Maya)，源自梵文，含義多重，最主要指幻影，

是印度宗教與哲學的重要部分，可以譯為錯覺。在印度教中世界是大自

在天遊戲時產生，人因為無明而不能認知梵，而導致輪迴。許多哲學和

宗教尋求刺破摩耶面紗，以一睹超越真理。 
52.  大雅乃《詩經》反映西周政治的詩篇，後用以泛指反映重要政治事件的

詩篇，並以此代表正聲。扶輪：在車輪兩翼護持，表示擁護推進。「大雅

扶輪」用以指維護扶持正統的作品，使其得以推行和發展。 
53.  張鴻南，字耀軒，南洋富商。廣東省梅縣人，客家人，於印尼棉蘭致富，

著名華僑實業家、潮汕鐵路創辦人，荷蘭殖民政府委任為華人領袖甲必

丹，家族在蘇門達臘創建了龐大的事業。 
54.  古湖泊名。即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東部巴里坤湖。《後漢書．竇融、竇

固傳》：「[竇固]擊呼衍王……追至蒲類海」。李賢注：「蒲類海，今名婆

悉海」(302-303)。 
55.  傳說中來往於海上和天河之間的木筏。 
56.  國名。為西域古國。本居敦煌、祁連間，在今甘肅省中部西境及青海東

境地，漢時為匈奴所破，西走，建都薄羅城，號「大月氏」。後漸強盛，

在今印度河流域克什米爾、阿富汗及蔥嶺東西之地，其東留未去的，號

「小月氏」，在今甘肅張掖及青海西寧等縣地。 
57.  剺音 li，割、劃開。 
58.  張步青，字公善，號浩龍，祖籍中國廣東梅州市梅縣區松口溪南，張榕

軒之長子。出身名門望族，承繼興學育才、行仁樂善之家風，對各項公

益事業，貢獻良多。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九年，出任中華民國駐棉蘭領

事（十一年）、總領事（三年）。期間，愛僑護民，保工惠商，振興華僑

教育，政績斐然，榮膺褒獎。 
59.  桓麟，東漢沛郡龍亢人，字元鳳。桓焉兄子。桓帝初為議郎，入侍講禁

中。性耿直，忤左右，出為許令，病免。卒年四十。《後漢書．桓榮傳》

集解惠棟曰：〈文士傳〉曰：麟伯父焉，為太尉。麟年十二，在座。焉告

客曰：此吾弟子，有異才，殊能作詩賦。客乃作詩曰：「甘羅十二，楊烏

九齡。昔有二子，今則桓生。參差等蹤，異世齊名。」麟則應聲答曰：

「邈矣甘羅，超等絕倫。伊彼楊烏，命世稱賢。嗟予蠢弱，殊才偉年。

仰慚二子，俯愧過言」（范曄 454）。 
60.  擊掌。指人在談話中的高興神情。亦因指快談。 
61.  骯髒，音 kang zang，高亢剛直的樣子。 
62.  黑頭公即「頭髮烏黑便已位列三公者」，指一個人極其年少有為。《晉書》

卷六十五〈王導列傳（洽子）王珣〉：「珣字元琳。弱冠與陳郡謝玄為桓

溫掾，俱為溫所敬重，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

黑頭公。皆未易才也』」（房玄齡 1173-1174）。 
63.  張騫因出使西域，抗擊匈奴，功勳卓著，被漢武帝封為「博望侯」，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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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博瞻望」之意。 
64.  星槎，往來於天河的木筏。傳說古時天河與海相通，漢代曾有人從海渚

乘槎到天河，遇見牛郎織女（張華 49-50）。 
65.  漢南越王趙佗對漢廷的自稱。《史記．南越尉陀列傳》：「陸賈至南越，

王甚恐，為書謝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司馬遷 1215）。 
66.  原指漢朝官吏的服飾制度。後常指漢族的統治制度。 
67.  指晉升高位、步上富貴之途。 
68.  孫綽，字興公，太原郡中都縣（今山西省平遙縣西南）人。晉室東渡後，

移居會稽（今浙江紹興）。其《遊天台山賦》文中云：「赤城霞起而建標，

瀑布飛流以界道」。 
69.  王轂《夢仙謠》：「前程漸覺風光好，琪花片片粘瑤草。」琪、瑤：美玉。

原為古人想像中仙境的花草。後也形容晶瑩美麗的花草。而此詩中作「猺

草獞花」，猺乃獸名；獞乃犬名，也都是我國少數民族名，泛指蠻荒之

地。 
70.  《漢書．卜式傳》：「卜式，漢河南人也。以田蓄為事。入山牧，十餘年，

羊致千餘頭。時漢方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何

欲。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而匈

奴可滅也。』上以式長者，乃召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遷成皋令，

將漕最。上以式朴忠，拜為齊王太傅，轉為相。會呂嘉反，式上書：『願

與子男請行死之，以盡臣節。』上賢之，賜爵關內侯。明年當封禪，式

不習文章，貶為太子太傅。以壽終」（班固 1217-1218）。 
71.  神話傳說中的國名。《山海經．海外西經》：「奇肱之國在其北，其人一

臂三目，有陰有陽，乘文馬」（郝懿行 301）。郭璞注：「其人善為機巧，

以取百禽；能作飛車，從風遠行。」《淮南子．氾論訓》：「大夏、北戶、

奇肱、脩股之民，是非各異，習俗相反」(11)。趙翼《楊舍城北登望海

樓》詩：「方壺員嶠仙往來，奇肱飛車不黏浪」(1322)。 
72.  古代西域大宛國所產的良馬。《史記．大宛列傳》：「大宛在匈奴西南……

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司馬遷 1291)。後以泛指駿馬。 
73.  西漢韋賢、韋玄成與平當、平晏父子的并稱。韋平父子相繼為相，世所

推重。《漢書．平當傳》：「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班固 1361）。 
74.  毛帶黃色的紫貂。《後漢書．輿服志下》：「武冠……侍中、中常侍加黃

金璫，附蟬之飾，貂尾為飾」（范曄 1382）。《漢書．谷永傳》：「戴金貂

之飾，執常伯之職者」。顏師古注：「常伯，侍中也」(1492-1501)。詩詞

中多以金貂稱侍從貴臣。 
75.  原作者林景仁註：「尊人榕軒侍郎茂榕園。」 
76.  原作者林景仁註：「棉蘭成德橋為徐太夫人所建。」 
77.  梁鴻與其妻孟光至吳，依附富豪皋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見《後漢

書．逸民傳．梁鴻》。 
78.  「茂榕園」（張榕軒先生夫婦的墓園）為一中式園林，全部工程費用由

張耀軒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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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原作者許南英註：「園中翰墨，皆領事大封翁手筆。」 
80.  原作者許南英註：「封翁為前清商務大臣。」「覺羅」是清朝旁支皇族的

稱號，冠在其名字之前。 
81.  傳說渥窪水中的神馬。李東陽《送彭教諭貴三之儀真二十韻》：「本是藍

田玉，由來渥水駒」(247)。 
82.  馬來人(Orang Melayu)舊時又譯為「巫來由人」，所以「巫」字至今常為

「馬來人」的縮稱。此一名稱源自唐代僧人義淨，經海路前往天竺求經，

其著作中以「末羅遊」，稱印尼蘇門答臘的占碑地區。清朝「末羅遊」寫

成「巫來由」。巫來由人，公元七至十三世紀，三佛齊王國統治蘇門答

臘及馬來半島時期，大舉移居至馬來半島，成為現時的馬來族，亦即巫族。 
83.  「撞布」指衣服用了幾種不同的布料組合而成；或疑為「橦布」。王維

〈送梓州李使君〉：「漢女輸橦布，巴人訟芋田」（趙松古 302）。橦布：

橦木花織成的布，為梓州特產。許南英詩或借以指異域之花布。 
84.  「吉貝」源自於南洋土語“Ceiba”的音譯，此名稱原指爪哇木棉“Ceiba 

Pentandra”。後亦稱木棉（學名：Bombax ceiba），係因形狀相似故而混淆。 
85.  杜甫〈秋興〉八首：「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647-648)。 
86.  棕色人種是南亞、東南亞、大洋洲和拉丁美洲（含拉丁裔美國人）的各

種人羣。 
87.  雕鷲即雕，鳥名。酈道元《水經注．河水一》：「西北四十步，復有一石

窟，阿難坐禪處。夭魔波洵，化作雕鷲，恐阿難佛以神力隔石舒手，摩

阿難肩，怖即得止，鳥跡手孔悉存，故曰雕鷲窟也」(15)。 
88.  古國名。又名犁靬、海西。古代中國史書對羅馬帝國的稱呼。 
89.  《太平廣記》載：有巴卭人，不知姓。家有橘園，因霜後，諸橘盡收，

餘有二大橘，如三四斗盎。巴人異之，即令攀摘。輕重亦如常橘，剖開，

每橘有二老叟。鬚眉皤然，肌體紅潤，皆相對象戲。身僅尺餘，談笑自

若，剖開後，亦不驚怖，但與決賭。賭訖，叟曰：「君輸我海龍神第七女

髮十兩、……阿母女態盈娘子躋虛龍縞襪八緉。後日於王先生青城草堂

還我耳」。……化為一龍，四叟共乘之，足下泄泄雲起，須臾風雨晦冥，

不知所在。巴人相傳云：「百五十年已來如此，似在隋唐之間，但不知

指的年號耳」。出《玄怪錄》（《太平廣記》神仙四十）。 
90.  指心情沉重難以言語，如口含石闕。 
91.  指邊遠之地。彭州位於四川，《說文解字》稱：「羌，西戎牧羊人也。」 
92.  酒甕中生的一種小蟲。即醯雞。朱松〈久旱新歲乃雨〉詩：「此身羣萬

生，擾擾舞甕鷄。」 
93.  《史記．扁鵲蒼公列傳》：「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瞚，舌撟然而

不下」（司馬遷 1137-1138）。撟：翹起。翹起舌頭，久久不能放下，形

容驚訝或害怕時的神態。 
94.  鱟帆，音 hou fan，鱟魚背上的骨。鱟魚背上有骨如扇，風起則開展似帆。 
95.  麻六甲海峽位於印尼的蘇門答臘與馬來西亞半島之間，西北端接泰國，

匯入印度洋的安達曼海，東南端入新加坡連接南中國海，地處歐洲、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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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非洲和大洋洲航道的十字路口，素有「遠東十字路口」之稱。十六

世紀以來，葡萄牙、荷蘭先後殖民馬六甲，英國更一度把馬六甲、檳城

和新加坡統稱為海峽殖民地。 
96.  即鸚鵡，爪哇當地甚繁。 
97.  罽賓，又譯作凜賓國、劫賓國、羯賓國等，古代西域國名，具體位置無

定論。（班固 1647-1649）。 
98.  印尼華人姓氏有漢文與拼音兩種方式。 
99.  據《第一屆世界劉氏宗親聯誼會紀念特刊》所載《印尼劉氏宗祠互助會簡

介》，西元一八七二年，劉姓族人因生活所迫，從家鄉乘大眼雞船飄洋過

海來到爪哇（今雅加達）開荒拓土。見國內及海外劉姓簡介

(www.douban.com/note/654933983/)。 
100.  《天下郡國利病書．爪哇國》：「本（明）朝洪武二年三月，遣行人吳用

賜爪哇國王璽書曰：中國正統胡人窃據百有餘年，綱常既隳，冠履倒置，

朕是以起兵討之，垂二十年，海内悉定。朕奉天命，已主中國，怒遐邇

未聞，故專報王知之，使者已行。聞王國人掜只某丁，前奉使於元，還

至福建而元亡，因來居京師。朕念其久離𤓰𤓰哇，必深懐念，今復遣人送

還，頒去大統曆一本。王其知正朔所在，必䏻奉若天道，俾𤓰𤓰哇之民安

於生理，王亦永保祿位，福及子孫，其勉圖之，勿怠」（顧炎武 3159）。 
101.  天駟，即「房宿」、「房星」之別名；亦指神馬。房宿：星宿名。二十八

宿之一，蒼龍七宿之第四宿。有星四顆，即天蠍座四星。古時以為主車

馬，故稱之為天駟﹑房駟。 
102.  魏泰《東軒筆錄》：「內有一李誠莊，方圓十里，河貫其中，尤為膏腴，

有佃戶百家，歲納租課，亦皆奧族矣」(58)。 
103.  一七四○年（乾隆五年）十月九日，荷蘭人命令搜查所有在巴達維亞（今

雅加達）的華人居民的住處，最終演變成持續三天的大屠殺，此即史上

著名的紅溪慘案。 
104.  音 feng，缺乏之意。 
105.  據薛福成光緒十六年六月三十日記載：「近來荷蘭開闢亞齊，蠶食漸廣，

招募華民，充兵勇，入西籍，日裏埠約有華工六萬餘」(462)。 
106.  約一七七二年（清朝乾隆三十七年），華人活動逐漸轉移到婆羅洲島西

部，主要集中在一些金礦開採地區，如坤甸(Pontinak)和三發(Sambas)，
近百名客家人抵達坤甸，可說是開發此地的先驅者。 

107.  傳說洛陽平等寺外塗金銅佛像，每當國家將有事變時，輒遍體皆濕。時

人稱為「佛汗」。 
108.  此現象指荷人苛待華工，亦或指招工客館之弊，如薛福成前揭書所述，

六月二十二日記新嘉坡：「近年英設華民政務司，專理出入華工事宜，

定章尙稱公允，而華人招工客館作奸欺騙之事，尙難杜絕」(458)。又十

二月十五日記：「抑聞荷人苛待華工甚於英法等國，華人往往不得其所，

且迫之入籍，所以多去而少還。而荷人之不願中國設領事官者，亦實由

此」(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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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東晉王朝在江南建立後，北方士族紛紛來到江南，時人說「過江名士多

於鯽」。形容多而紛亂。此指華人至南洋日漸增多。 
110.  原作者林景仁註：「友人饋鳥卵數百枚，大不及鴿卵之半，未知出何鳥，

疑即鶉卵也。」 
111.  原作者林景仁註：「燕窩為爪哇特產。」 
112.  《羣書類編故事》卷十五．文學類〈識龍鮓〉：陸機嘗餉張華鮓，於時賓

客滿坐，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眾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

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

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遺」（王罃 1）。 
113.  儋耳郡，中國古郡名。西漢元封元年（前一一○年）置，漢昭帝時併入

珠崖郡。東漢初年復置，尋廢。隋時復置。唐初改為儋州。蘇軾貶謫於

此，曾有詩云：「霹靂收威暮雨開，獨憑欄檻倚崔嵬。垂天雌霓雲端下，

快意雄風海上來。野老已歌豐歲語，除書欲放逐臣回。殘年飽飯東坡老，

一壑能專萬事灰」(3584-3585)。 
114.  馬周字賓王，博州茌平人。少孤，家窶狹。嗜學，善《詩》、《春秋》。資

曠邁，鄉人以無細謹，薄之。刺史達奚恕數咎讓，周乃去。留客汴，為

浚義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西，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

八升，悠然獨酌，眾異之。至長安。貞觀五年，唐太宗下詔令各官言得

失；馬周為常何捉刀代寫二十餘策，得到唐太宗的賞識，入門下省為官，

次年升任監察御史。馬周辦事周密，尤擅言辭，為時人稱頌，唐太宗曾

表示「暫不見周，即思之」，因此升遷快速。貞觀十八年，馬周升任中書

令（歐陽修 1982: 1351-1355）。 
115.  原作者林景仁註：「土語至易學，了無意義。」 
116.  傅介子，西漢北地郡人，漢昭帝時為平樂監。因西域龜茲、樓蘭貴族聯

合匈奴，殺害漢朝官員。他奉命出使，以賞賜為名，攜黃金錦繡至樓蘭，

宴席上刺殺樓蘭王。漢朝封為義陽侯（班固 1345）。 
117.  原作者林景仁註：「明永樂十二年，太監鄭和統帥往忽魯謨斯等國。會蘇

門撘臘內亂，王遣使詣闕請救。和率兵赴勦，生擒偽王。」月氏，古代

遊牧民族，是匈奴崛起以前居於河西走廊、祁連山古代遊牧民族，亦稱

「月支、禺知」。此詩中宜泛指邊遠之地。 
118.  原作者林景仁註：「永樂十五年，王遣弟捧金葉表文朝貢。」 
119.  原作者林景仁註：「劉家港天妃宮壁刻鄭和通番事蹟。」 
120.  珠崖郡，古行政區，今中國海南省一部份，郡治位於今海南省海口市瓊

山區龍塘鎮。前一一一年，漢滅南越國，並於次年（元封元年）在其南

方海中洲居之地設珠崖、儋耳郡，下轄十六個縣，有二萬三千多戶居民，

政府官員及軍隊皆為漢人。該地設立時「廣袤可千里」。然二十餘年六次

叛反。前八十二年（始元五年），兩郡合而為一，撤儋耳郡，其地並屬於

珠崖郡。漢宣帝時，無力南下爭討平叛，故於初元三年（前四十六年）

廢珠崖郡，珠崖、儋耳兩地被併入合浦郡。 
121.  《漢書．匈奴傳下》：「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班固 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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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4）。犁平敵人的大本營，掃蕩他的巢穴。比喻徹底摧毀敵方。 
122.  璧玉和良馬。語本《左傳．襄公十九年》：「（襄公）賄荀偃束錦，加璧、

乘馬，先吳壽夢之鼎。」杜預注：「古之獻物，必有以先，今以璧馬為鼎

之先」（阮元[校刻] 584）。 
123.  龍尾，即尾宿。尾宿是東方青龍七宿中的第六宿，所以叫做龍尾。辰，

又作「䢈」，日月交會之意。夏曆指日月交會為朔日，朔日就是每月的初

一。伏，是隱藏的意思。太陽在尾宿，故尾宿隱藏不見。《左傳．僖公五

年》：「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

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

館於虞，遂襲虞，滅之」(208-209)。 
124.  劉鋹原名劉繼興，五代十國時期南漢末代君主，是南漢中宗劉晟之長子，

原封衛王。降宋後，太宗將討晉陽，召近臣宴，鋹預之，自言：「朝廷威

靈及遠，四方僭竊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

率先來朝，願得執梃為諸國降王長。」太宗大笑，賞賜甚厚。其詼諧此

類也（脫脫 5762-5767）。 
125.  自古各國的兵家就十分注重利用本地的特有動物衝鋒陷陣，如此也常收

出人意料的戰績。南洋尤在特殊環境下產生了以「象」為基礎的兵種。 
126.  原作者林景仁註：「亞齊海峽。」 
127.  原作者林景仁註：「亞齊城。」亞齊在印度尼西亞是一個特殊區域。領土

位於蘇門答臘北端。首都是班達亞齊。亞齊素為爭奪麻六甲海峽而戰。

如一五六九年，亞齊人再次計劃突襲麻六甲，但多達兩百艘的船隊圍攻

一艘葡萄牙卡拉克(Carrack)帆船不下，飲恨而終，是史上有名的亞齊海

戰。 
128.  原作者林景仁註：「土人謂世上有上等大神，下等四神，戰時輒祈禱以

期獲勝。」竹王傳說來源見《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夜郎者，初，

有女子浣於遁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

一男兒，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范曄 
1016）。竹王，亦即是夜郎王，夜郎王亦即是竹王。據研究夜郎文化的學

者考據，如今彝族、布依族、仡佬族中流傳的竹王傳說與史書中所載大

體相符。 
129.  玉門關，始置於漢武帝開通西域道路、設置河西四郡之時，因西域輸入

玉石時取道於此而得名。漢時為通往西域各地的門戶，故址在今甘肅敦

煌西北小方盤城。元鼎或元封中（西元前一一六年一前一○五年）修築

酒泉至玉門間的長城，玉門關當隨之設立。據《漢書·地理志》，玉門關

與另一重要關隘陽關，均位於敦煌郡龍勒縣境，皆為都尉治所，為重要

的屯兵之地。當時中原與西域交通莫不取道兩關，曾是漢代時期重要的

軍事關隘和絲路交通要道。根據歷史文獻記載，唐軍與北匈奴曾多次在

玉門關大戰。而《西遊記》中的玄奘法師也是路過玉門關這一「西境襟

喉」西行取經。 
130.  原作者林景仁註：「婆羅山綿亙數百里。」婆羅洲（馬來語：Born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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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稱之為加里曼丹島（印尼語：Kalimantan）是世界第三大島，亞洲

第一大島。婆羅洲島上有幾條山脈。馬來西亞第一高峯在婆羅洲島的東

北端，沙巴州昆達山境內的京那峇魯山。約四一四年（晉安帝隆安十四

年），中國僧侶法顯由印度求得佛法，回歸中國途中經過南洋，曾有一

提及耶婆提(Yavadvipa)，此地即現今的婆羅洲。梁、隋、唐三朝，婆利

均遣送信使向中國朝貢方物，直至宋代仍繼續保持。至明朝鄭和下西洋，

曾兩度經此。 
131.  原作者林景仁註：「明頒賜亞齊王之鐘尚存。」 
132.  原作者林景仁註：「土人治井，獲古元寶二顆。現藏外舅耀軒先生家。」 
133.  原作者林景仁註：「華人多娶巫來由婦。」 
134.  計然（生卒年不詳），姓辛氏，名文子、倪、計研，號稱漁父。春秋時期

宋國 葵丘濮上（今河南商丘民權縣）人。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算。經

常遨遊於山海湖澤，南游越國時，收越國大夫范蠡為徒，授范蠡七計。

范蠡輔佐越王勾踐，用其五計而滅吳國。著作有《文子》與《通玄真經》。 
135.  主父偃，前漢齊國臨菑人（現山東省臨淄區），西漢武帝時大臣。出身貧

寒，早年學長短縱橫之術。班固著《漢書》卷十四諸侯王表、卷六四上

主父偃傳。 
136.  疏勒國爲漢初西域三十六國之一。由於地處交通樞紐之地，是古絲綢之

路南、北兩道的匯合點，亦是中西文化的最大交匯之處。波斯文化、印

度文化、中原文化在這里交流融匯。佛教由印度傳入中土，疏勒是首站。 
137.  西州，漢、晉時對涼州的泛指，相當今甘肅省中部和西北部一帶。唐朝

時設置的西州，在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隋）何妥字栖鳳，西城人也。

父細脚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事梁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

號為西州大賈（李延壽 1224-1227）。林景仁詩中「西州」當是雙關「西

方」之意。 
138.  為迷惑敵人而虛設的旗幟。《新唐書．王翃傳》：「時江南環境為盜區，凝

以強弩拒采石，張疑幟」（歐陽修 1760-1762）。 
139.  音後，節肢動物，甲殼類，生活在海中，尾堅硬，形狀像寶劍。肉可食。 
140.  《五木經》是李翱創作的書籍。樗蒲古戲，其投有五，故白呼為五木。

以木為之，因謂之木。 
141.  六博，又作六簙，是中國戰國到晉朝流行的一種擲採行棋的兩人或四人

局戲，以多得籌為勝。格五，又稱塞戲、簺戲、蹙戎、蹙融，是一種擲

採行棋的擲賽遊戲，為六博的變體，差別之一在擲具的不同。鮑宏寫有

《簺經》記錄規則，已失傳。 
142.  《山海經．大荒北經》記載：「北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青蛇，

踐兩赤蛇，名曰禺彊（禺強）。」 
143.  六鰲亦地名，地處閩東南沿海突出部，三面環海，屬半島鄉鎮，東臨臺

灣海峽，與古雷港區僅一水之隔。 
144.  〈健人公子正月二日壽辰適余回家度歲歸來讀陳迂叟施耐公壽詩望塵弗

及強作此篇〉詩云：「仙人慣住大羅天，玉皇香案侍爐煙。日須麻姑為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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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時與洪崖相拍肩。忽然狡獪作游戲，化為白鶴下芝田。琅嬛讀盡無

不讀，縹緲萬軸手親編。自開蟫窟延詩客，我疑脈望已神仙。泛槎適興

窮海島，貫通歐槧與亞鉛。」 
145.  蒿、萊，皆野草名。蒿萊指雜草。 
146.  夸娥氏是神話傳說中的大力神，出自《愚公移山》：「帝感其誠，命夸娥

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147.  古代傳說禹平水土，劃分九州，指定名山、大川為各州疆界，後世因稱

中國為禹域。 
148.  古村名。唐白居易〈朱陳村〉詩：「徐州古豐縣，有村曰朱陳……一村唯

兩姓，世世為婚姻」(184-185)。 
149.  宋時專供皇帝飲用的上等茶。將茶製成圓餅狀，上印龍鳳圖紋。 
150.  珍珠，靈蛇珠。比喻卓越的才華。《搜神記》卷二十：「隋縣溠水側，有

斷蛇丘。隋侯出行，見大蛇被傷，中斷，疑其靈異，使人以藥封之，蛇

乃能走，因號其處斷蛇丘。歲餘，蛇銜明珠以報之。珠盈徑寸，純白，

而夜有光，明如月之照，可以燭室。故謂之『隋侯珠』，亦曰『靈蛇珠』，

又曰『明月珠』」（干寶 238）。 
151.  音 chu，古書上說的一種似狸而大的猛獸。 
152.  尉佗，真定（今石家莊市東古城）人。西元前二一八年，奉秦始皇命令

征嶺南，略定南越後，任為南海郡（治所在今廣州市）龍川（今廣東龍

川縣）令。秦已破滅，佗擊並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高帝已定

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弗誅。漢十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為南越王，

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為南邊患害，與長沙接境（司馬遷 1214）。 
153.  毗野樹花似木瓜，葉似杏，實似楮。 
154.  神話傳說中的國名。晉王嘉《拾遺記》卷二：「南陲之南，有扶婁之國。其

人善能機巧變化……或化為犀、象、師子、龍、蛇、犬、馬之狀。或變為

虎、兕，口中生人，備百戲之樂，宛轉屈曲於指掌間。人形或長數分，

或復數寸，神怪欻忽， 衒麗於時。樂府皆傳此伎。至末代猶學焉，得粗

亡精，代代不絕，故俗謂之婆候伎。則『扶婁』之音，訛替至今」(53)。 
155.  蹷，音 jue，古書中的一種獸。邛即邛邛岠虛，獸名。傳說與蹷互相依

存，平時蹷以美草供給卭卭距虛，遇難時卭卭距虛負蹷而逃。見《爾雅．

釋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岠虛比，為邛邛岠虛齧甘草，即有難，

邛邛岠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蹷」（阮元[校刻] 112）。一說，卭卭﹑距虛是

兩種獸。 
156.  《莊子．秋水》：「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成玄

英疏：「夔是一足之獸……蚿百足蟲也。夔則以少企多，故憐蚿也。……

又解：憐，哀愍也。夔以一足而跳躑，憐蚿眾足之煩勞」（莊周 51）。 
157.  椎輪，無輻的車輪。蕭統．《文選》序：「夫椎輪為大輅之始，大輅寧有

椎輪之質」(1)。比喻事物草創而未臻完美。 
158.  丹雘，本指可供塗飾的紅色顏料，引申為塗飾色彩、藻飾，再比喻為君王

的恩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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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古典詩是中國傳統文人抒情自我的具體表述，其美感典範以風雅為尚。臺

灣漢詩承其源流，自也有此特徵；然臺灣漢詩又以「華／番交混」的特殊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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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在「初遇他者」的情境下呈現抒情傳統詩學典範的越界遊移。而當時南

洋之於臺灣，則更為一「多元他者」的場域；詩人對於南洋風土的觀察、對異

國文化的體驗，乃展現了傳統漢文人「抒情自我」的表述美典與近代知識分子

面對「多元他者」交流模式。 

本文試圖探討兩位兩位臺灣出身的古典詩人許南英、林景仁，其南洋漢詩

如何在「抒情自我」的美學傳統與「多元他者」的書寫意向中再創詩學新貌。

文中分由跨文化隱喻、跨文化敘事兩向度分析。前者由語言披荒、比興的界限

與拓展、風雅意境的懸置與空白等現象，剖析其跨文化意向的隱喻性修辭；後

者則由詩中人物行動的動力轉換（由安身到拓荒）、多元歷史的對話喧聲（臺、

華、蠻、夷之互為他者）、神話思維對世界觀的重塑等現象，探討其跨文化意

向的敘事性修辭。希望能發掘出兩位詩人在近代世變中對於臺灣文學的跨文化

美學意義。 

關鍵詞：抒情自我、多元他者、許南英、林景仁、跨文化詩學 

Lyrical Self and Multiple Others: Cross-cultural Poetics in 
Hsu Nanying and Lin Jinren’s Classical Poems on 

the Nanyang 

YANG Ya-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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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lassical poetry is a concrete express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literati’s 

expression of self, and elegance is its aesthetic model. Taiwanese classical poetry 
also inherits its feature. However, Taiwanese Chinese poetry is written in the “climate 
and culture” of “Hua/Fan,” showing the cross-bordering migration of the lyrical 
tradition of poetics in the context of “the first encounter with the other.” At the time, 
Nanyang to Taiwan was more of a “multiple others” field. The poet’s observation of 
the Nanyang culture and the experience of foreign cultures show the expressive 
aesthetic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lyrical self and the communication mode of 
modern intellectuals facing the “diverse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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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ore two classical poets, Taiwanese poets Xu 
Nanying（許南英）and Lin Jingren（林景仁）, who have recreated a new paradigm 
of poetry in the aesthetic tradition of “lyrical self” and the intention of “multiple 
others.” The text is divided into two dimensions: metaphor and narrative. The former 
analyzes the rhetoric metaphorical meaning of cross-cultural intentions by the 
phenomenon of reclamation, analogy and association/Bixing, and negation and 
vacant of poetic territories. The latter is to explore the narrative rhetoric of its cross-
cultural intentions through transformation by the dynamics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poetry from settling to pioneering, and the Confucian Voices (Taiwan, Chinese, 
Man/South barbarian and Yi/West savage) Mutual other), mythological thinking, re-
construction of the world of view. Hope to discover the cross-cultural aesthetic 
significance of the two poets in Taiwanese literature in modern times. 

KEYWORDS: lyrical self, multiple others, Hsu Nanying, Lin Jinren, cross-
cultural poet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