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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行義路看大屯山 

由行義路看台北市北區 

小油坑 



序 

   從開始發表有關俳句論稿到今天，已經過 10 多年的時

間，其間增加文獻閱讀和由漢語俳句社同仁 20 多位和本人

的實際以 343漢字吟詠漢語俳句 1,000多句和翻譯日本俳句

秀句 171句(包含芭蕉、蕪村、一茶、子規、虛子等人的名句)

的經驗，確信以漢字 10 字並以 343 定型，都毫無疑問沒有

甚麼困難，能依照俳句 <短、瞬間的感動、餘韻、節奏、內

容、結構> 的本質吟詠與日本俳句同質的 <漢語俳句> ，也

同時發現原習慣於吟詠現代詩的詩人，起初稍微不習慣於吟

詠俳句，但大多都能很快就意會俳句的本質，但當讓他們自

己選擇吟詠 <短歌> 或 <俳句> 時，仍然很多人先選擇短

歌，因為 <短歌> 本來就是抒情的詩歌，而與現代詩的同質

性高，可以說是定型的短型現代詩，而 <漢俳> 也是同型的

短詩，只是長短和節奏不同而已，即 <短歌> 為 34344， <

漢俳> 為 575之差，而短歌本來就是由宮廷中的戀歌發展而

來的。 

   在本集中，將選擇日本歷代名俳人，也請現時在網路

俳句會上發表俳句作品的俳人各自提一句作品，由本人以

343定型翻譯成華語和台語共 171句以供大家參考外，也將

本人過去十年關於俳句的心得拙文十篇提出獻醜請各位不

吝指教。最後也感謝在美國作家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學系

和台灣大學中文系碩士楊慶儀(Chinyi Young)女士的讚

言。                                (吳昭新 謹誌) 



早期俳句名人 (芭蕉、蕪村、一茶) 名句 

343 台、華語選譯 

吳昭新 (瞈望) 

古水池 田蛤仔跳落 起水聲 

  五月水  大溝頭前 兩間厝 

鳥仔囝 走開走開 馬欲過 

http://olddoc.net/global-haiku/index-H.html
http://olddoc.net/global-haiku/index-H.html


早期俳句名人 (芭蕉、蕪村、一茶) 名句 

343 台、華語選譯 (002) 

吳昭新 (瞈望) 

旅途病 夢中走蹤 焦草埔 

月天頂 步步行過 散赤街 

   瘦田蛤  使輸去 一茶



早期俳句名人 (芭蕉、蕪村、一茶) 名句 

343 台、華語選譯 (003) 

吳昭新 (瞈望) 

   熱天草 戰士群鬥 做夢跡 

   油菜花 月 東爿 日頭西 

扭菜頭 加伊報路 用菜頭 



   早期俳句名人 (芭蕉、蕪村、一茶) 名句 

343 台、華語選譯 (004) 

吳昭新 (瞈望) 

五月雨  集聚奔騰  最上川 

   春之海  整日悠悠  閒蕩著

這都是  終生住家  雪五尺 



早期俳句名人 (芭蕉、蕪村、一茶) 名句 

343 台、華語 選譯 (005) 

吳昭新 (瞈望) 

海湧懸 橫跨佐渡 大銀河 

刣頭罪 變作尪 換衫時 

佮我來 做伙 迌 孤鳥仔 



    早期俳句名人 (芭蕉、蕪村、一茶) 名句 

 343 台、華語 選譯 (006) 

吳昭新 (瞈望) 

閑靜寂 滲入岩石 蟬之聲 

對西吹 捒 東爿 攏焦葉 

梅花香 不管誰來 缺茶杯 



早期俳句名人 (芭蕉、蕪村、一茶) 名句 

 343 台、華語 選譯 (007) 

吳昭新 (瞈望) 

秋已深 隔壁丌人 甚麼人 

我憂愁 聽扑砧聲 更恬去 

不好扑 胡蠅合掌 磨跤拜 



早期俳句名人 (芭蕉、蕪村、一茶) 名句 

343 台、華語 選譯 (008) 

吳昭新 (瞈望) 

   海女間 小蝦中參 有灶馬 

春將逝 恨撰著者 歌著者 

加月娘 提來付我 仔哭 



早期俳句名人 (芭蕉、蕪村、一茶) 名句 

343 台、華語 選譯 (009) 

吳昭新 (瞈望) 

  破病雁 寒夜落落 旅途睏 

鳥羽殿 五六騎趕 狂風下

大字型 倒咧涼爽 唯寂寞 



    早期俳句名人 (芭蕉、蕪村、一茶) 名句 

 343 台、華語 選譯 (010) 

吳昭新 (瞈望) 

共房間  妓女也睏  萩佮月 

等待人 遠遠腳聲 喏葉落 

故鄉啊 倚摸攏是 玫瑰莿 



    早期俳句名人 (芭蕉、蕪村、一茶) 名句 

343 台、華語 選譯 (011) 

吳昭新 (瞈望) 

菊花香 誠濟佛像 在奈良

等待人 遠遠腳聲 喏落葉 

故鄉啊 倚摸攏是 玫瑰莿 



    早期俳句名人 (芭蕉、蕪村、一茶) 名句 

 343 台、華語 選譯 (012) 

吳昭新 (瞈望) 

田一區 播完離開 一柳樹 

三更半 過門無入 付鮚 杰魚 

喜事亦 不過如此 我丌春 



    早期俳句名人 (芭蕉、蕪村、一茶) 名句 

 343 台、華語 選譯 (013) 

吳昭新 (瞈望) 

枯枝頂 有鳥歇在 秋暗頭 

三片

牡丹落 重塔作伙 兩三片 

秋天寒 一路行來 別人兜 



    早期俳句名人 (芭蕉、蕪村、一茶) 名句 

343 台、華語 選譯 (01４) 

吳昭新 (瞈望) 

我憂愁 付我寂寞 杜鵑鳥 

閻魔王 喙內在欲 吐牡丹 

明知影 鐘聲講我 更秋凊 



    早期俳句名人 (芭蕉、蕪村、一茶) 名句 

343 台、華語 選譯 (01５) 

吳昭新 (瞈望) 

明月啊 歸暝魚池  旋圈輪 

有蝴蝶 停 吊鐘 睏

雪啊雪 恰若好食 飛啊飛 



    早期俳句名人 (芭蕉、蕪村、一茶) 名句 

 343 台、華語 選譯 (016) 

吳昭新 (瞈望) 

梅香中 突然出日 山路頂 

拒雨雲 四方百里 牡丹花

吹春風 付牛拽入 善光寺 



    早期俳句名人 (芭蕉、蕪村、一茶) 名句 

343 台、華語 選譯 (017) 

吳昭新 (瞈望) 

花如雲 鐘聲來自 上野或淺草

青梅啊 目眉集中 美人耶

人老啦 日頭長 亦流目屎 



    早期俳句名人 (芭蕉、蕪村、一茶) 名句 

 343 台、華語 選譯 (018) 

吳昭新 (瞈望) 

蚶仔丌 殼肉分開 秋天時 
(日語的 hutami 叫做 <掛詞> 是 <和歌> 修辭法的一種, 有雙重意思, 即 <殼

和肉>  與 <二見> 兩種意思, 雙關語, 芭蕉在此要分開到 <二見ヶ浦＞

（地名）去的意思.) 

四五人 月在要落 在跳舞  

爬更笑 早起開始 已兩歲



    早期俳句名人 (芭蕉、蕪村、一茶) 名句 

 343 台、華語 選譯 (019) 

吳昭新 (瞈望) 

起大風 吹飛石頭 淺間颱 

夏夜短 河邊洗面 夜警仔 

落春雨 開喙嘑嚱 美人耶 



    早期俳句名人 (芭蕉、蕪村、一茶) 名句 

 343 台、華語 選譯 (020) 

吳昭新 (瞈望) 

山內村 萬歲慢來 梅花開 
(萬歲: 日本習俗的一種, 新年時, 戴烏紗帽, 到家家戶戶門口說好話, 得紅包者) 

閃爁光  用湧編成  日本島

雪溶去 庄內攏是  仔陣  



    早期俳句名人 (宗鑑、守武、貞德) 名句 

 343 台、華語 選譯 (021) 

吳昭新 (瞈望) 

風寒兮 破紙屜門 無神月 
(神無月: 日本發音 kannazuki 雙關音, 無神月=無紙月=陰曆十月) 

看花落 洽喏回枝 是蝴蝶

霧之海 其中月娘 海 啿 



    早期俳句名人 (宗因、其 ) 名句 

343 台、華語 選譯 (022) 

吳昭新 (瞈望) 

踏著花 共款憐惜 木棉鞋 
(諧文: 白居易: 背燭共憐深夜月 蹋花同惜少年春. 宗因作品多此類俳諧) 

   黃鶯叫 倒吊身軀 是初啼 

   恰若是 蓋被 睏 看東山 



    早期俳句名人 (去來、丈草 ) 名句 

343 台、華語 選譯 (023) 

吳昭新 (瞈望) 

甚麼事 賞花人腰 帶大刀 

   落定在 水底岩頂 是樹葉 

  下京啊 在積雪頂 落夜雨 



    早期俳句名人 (杉風、杜國 ) 名句 

343 台、華語 選譯 (024) 

吳昭新 (瞈望) 

忽然間 開始落齒 吹秋風 

   馬沃澹 牛曝夕陽 一陣雨 

  目青葉 山杜鵑鳥 初鰹魚 



    早期俳句名人 (鬼貫、言水、 ) 名句 

343 台、華語 選譯 (025) 

吳昭新 (瞈望) 

洗身軀 水無路倒 蟲聲盛 

   秋北風 煞尾大海 海湧聲 

  牽牛花 奪我吊桶 討水用  



    早期俳句名人 (几董、召波、太祇) 名句 

 343 台、華語 選譯 (026) 

吳昭新 (瞈望) 

掉落聲 一切即止 貓之戀 

   做甜粿 火舌照出 某丌面 

  打羽球 無知觀感 開腳縫  



吳昭新 (瞈望) 

天已暮 水田上面 春月明 

   火金姑 未記天暗 一直逐 

  初冬之 諸山皆是 共懸也  



  早期俳句名人 (永機、幹雄、豐玉) 

 343 台、華語 選譯 (028) 名句 

吳昭新 (瞈望) 

牛吼止 隨流而逝 秋河中 

   無一處 其影不在 枯芒草 

  相對坐 心清猶如 水鏡面 



   近、現代俳句名人 (子規)  

343 台、華語 選譯 (029) 名句 

吳昭新 (瞈望) 

食柿仔 聞鐘聲響 法隆寺 

  幾仔遍 探問欲知 雪若深 

  雞髻花 十四五支 應該有  



   近、現代俳

343 台、

吳昭新 (瞈望) 

流過丌 菜頭葉仔 有夠緊 

   真誠是 舊年今年 若棍插 

  日頭 遠山日照 遍野焦 



   近、現代俳

343 台、

吳昭新 (瞈望) 

紅更白 一蕊更蕊 茶花落 

   春天寒 水田頂面 無根雲  

燻黑了 爐上燕仔 轉去了 



   近、現代俳

343 台、

吳昭新 (瞈望) 

落秋雨 往落秋雨丌山 行入去  

   無可救藥丌 我 行 



 近、現代俳

343 台、

吳昭新 (瞈望) 

洽若像 聽著鶴聲 霞霧茫  

  天已暗 越路遠望 柴火光  
(越路:路名) 

娶過某 正月初三 穿新衫 



俳

343 台、

吳昭新 (瞈望) 

月光皎潔下撐篙 (自由律)  

咳嗽亦一個人 (自由律) 

全身淋透 狗仔囝 (自由律) 



俳

343 台、

吳昭新 (瞈望) 

秋風啊 無共花樣 兩個盤  

芋葉露 連山丌影 攏坐正 

麥秋時 日頭直落 人群中 



俳

343 台、

吳昭新 (瞈望) 

湯豆腐 生命盡頭 細薄光 

補襪仔 無做娜拉 教師妻 

愚鈍狗 一直亂吠 過年鐘 



俳

343 台、

吳昭新 (瞈望) 

水沖沖 群青世界 轟轟響 

恬寂寂 戰爭已完 熱天山

金剛鑽 露珠一滴 石頭頂



俳

343 台、

吳昭新 (瞈望) 

嬰兒車 對熱大湧 囥橫在 

過大寒 七十古希 走近來 

虹消失 都是轉去 人某時 



俳

343 台、

吳昭新 (瞈望) 

臨惜別 柴火加上 更加上 

立秋到 大家健在 流目屎 

韆鞦 應盡力 愛應奪 



俳

343 台、

吳昭新 (瞈望) 

蒲公英 日頭永遠 在天頂 

誠恐怖 恁丌雙乳 熱天到 

在落雪 明治已經 去遠了 



俳

343 台、

吳昭新 (瞈望) 

同床者  今起吾妻 共春宵 

微微笑 嬰仔睏晝 過田雨

熱天河 紅色鐵鍊 尾浸水 



俳

343 台、

吳昭新 (瞈望) 

蝴蝶落 起大聲響 結冰期 

  無樓梯 海參陣丌 日暮時 

韆鞦邊 月下席散 同學會 



俳

343 台、

吳昭新 (瞈望) 

欲作孽 揮動手巾 離別了  

已來了 百色大船 春不遠   

樹葉落 無停無急 無急啊 



俳

343 台、

吳昭新 (瞈望) 

深深仔 肺變碧藍 海之旅  

斑甲啊 環視周圍 落雪   

春天 家己 槍 行近槍 



俳

343 台、

吳昭新 (瞈望) 

勿忘草 攏是青年 丌墓牌  

父親節 睏 長椅 丈夫人   

棉花雪 時間寬寬 起舞了 



俳

343 台、

吳昭新 (瞈望) 

人體冷 白花大開 東北地  

企丌看 孤兒野球 腳冷凍   

西照日 所有器具 動 



俳

343 台、

吳昭新 (瞈望) 

句集是 俳句墓園 春將逝  

用鉛筆 所寫遺書 隨 記   

霧霾中 恰討厭鬼 比長生



俳

343 台、

吳昭新 (瞈望) 

夕照樓 吾等智慧 夠寂寞  

與此人 無事可做 秋末時   

到批筒 行路兩分 走是春



俳

343 台、

吳昭新 (瞈望) 

扑開了 通古早門 探櫻花  

腌枚啊 圓周率是 拄學丌 

日頭落 幾隻金魚 水內泅 



俳

343 台、

吳昭新 (瞈望) 

另外 攏無燈火 賣螢者  

碎奔雲 有時愛停 指頭頂 

富貴菊 等待著是 閃爍  



俳

343 台、

吳昭新 (瞈望) 

對未來 吹割水沖 風吹來  

厝內底 翅澹燕仔 亂飛竄 

落雪 仰望上天 如昇天  



俳

343 台、

吳昭新 (瞈望) 

睏過頭 獨自行落 銀漢頂 

蓮花池 先在天元 扑白子  

金色堂 洩漏曦光 清晨櫻 



俳

343 台、

吳昭新 (瞈望) 

將黑雲 攪做一夥 颱風到 

樹芽風 輕輕仔吹 黃昏時 

談武勇 所在傷狹 被爐中



俳

343 台、

吳昭新 (瞈望) 

青管芒 風有生死 之區別 

重機也 人類子孫 落黃沙  

去野外 親子三代 掩咯雞 



俳

343 台、

吳昭新 (瞈望) 

   在眼前 菜花一下 變蝴蝶 

天晴朗 草埔等待 世運會  

剪頭髮 你顯現出 葉青綠



俳

343 台、

吳昭新 (瞈望) 

神佛亦 穿針織衫徘徊 春一番 

橫直會 變成塵土 爭甚麼  

萬花筒丌孤獨 



俳

343 台、

吳昭新 (瞈望) 

金瓜啊 也有正面 收穫祭 

人類啊 穿毛皮衣 有內外 

薄紅丌 龍所潛藏 櫻花耶 



 In Praise of Ten Character Chinese Haiku 

 楊慶儀 = Chinyi Young 

十字漢語俳句，包括華俳—即國語俳句，以及其它各地方言

俳句，如台俳、粵俳、客俳、湘俳、滬徘⋯⋯既是當代最短的

中文詩，也是一種創新的詩體。 

   因為一首詩才十個字，記瞬間之感遇，連不大有空的族

群，只要有興趣，就能或寫或讀與詩結緣，實在是最好的大

衆文學之一！ 

   創立人/提倡人吳昭新先生，是台灣退休名醫。吳醫師家

學淵源，其父吳守禮，曾任台大中文系教授，研究台語，頗

多貢獻，也因其對台語研究的貢獻於 2001 年榮獲首屆總統

文化獎百合獎。吳醫師不僅在醫學方面，卓然有成，並且文

釆風流。退休後他花了十年以上的苦功，鑽研日本的俳句和

其它詩歌的來龍去脈，把十七音節 5 7 5 的日文俳句，妥當

的蛻化創新，成為一行、兩行或三行，總共十個字的漢語俳

句，其中以三行 3 4 3 （第一行三個字，第二行四個字，第

三行三個字）這樣的排列，最為普遍適用，因為最有節奏感，

也頂容易記住。當然，在某些場合，有所需要，作者也可以

兩行十字，5 5 、 3 7、 7 3、4 6、6 4⋯⋯甚至一行十字，

一氣而出，總之，可以隨意安排。（註一） 

   他在網上開創了漢語俳句和短歌的部落格（漢語俳句&

短歌、 世界俳句&短歌）。除了他本人(版主和導師)之外，有



眾多影從跟隨的詩友加入，來自不同的國家。幾乎天天都有

詩友在他的部落格詩平台寫詩互應，天天都有人寫十字漢語

俳句。當然也寫十八字的漢語短歌等，但是小文只限於談論

最短詩體的十字漢語俳句。 

   十字漢語俳句，因極短，才三行十字，（或兩行十字， 每

行字數安排隨意），以橫行方向排列，出現在電腦的螢光屏幕，

特別易於掃視，glanceable (glance-able) ，讓人 一目了

然！所以它非常適合電腦科技的時代的電子網讀，不能不說

是一種因緣際會。才十個字，尤其是 3 4 3 的排列，適合網

上掃視，無庸置疑。但它這樣的短小，不像小說、戲劇、散

文、議論或其他較長的詩歌。它真的是小，頂多也只是“小

文學“（註二) 啊！那麼它對社會或文學創作到底又能有多

大的功能或貢獻呢？ 

   請看包德樂敎授（Dean Anthony Brink）的“後殖民台

灣的部落格詩歌與後人類（ Poetry Blogs and the 

Posthuman in Postcolonial Taiwan），文中提到： 

“⋯⋯⋯透過跨國家網路⋯⋯⋯吳昭新及李魁賢這些台灣詩人均

發表針對當代台灣政治與美學議題之中文、閩南語、日文與

英文譯文之詩歌⋯⋯” 

包教授在這篇論文中提到了台灣詩人吳昭新和李魁賢。他們

在部落格詩歌網站，發揮了在政治和美學上的重要性和功能。

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在下列的網站閱讀全文： 

https://www.academia.edu/31339034/Poetry_Blogs_and_

the_Posthuman_in_Postcolonial_Taiwan   

包德樂在這篇論文中，也提到吳昭新曾經表示十字俳句就是

因為短小，字數有限，反而能留下無限的空間，讓讀者有更

大的天地可以想像馳騁！ 吳大師也闡明俳句的內容不侷限

https://www.academia.edu/31339034/Poetry_Blogs_and_the_Posthuman_in_Postcolonial_Taiwan
https://www.academia.edu/31339034/Poetry_Blogs_and_the_Posthuman_in_Postcolonial_Taiwan
https://www.academia.edu/31339034/Poetry_Blogs_and_the_Posthuman_in_Postcolonial_Taiwan
https://www.academia.edu/31339034/Poetry_Blogs_and_the_Posthuman_in_Postcolonial_Taiwan


於吟風弄月的季語，舉凡國家大事，身邊瑣碎，有感而發，

皆可入詩。 

吳大師多年來潛心研究俳句的論文不少，建議初學者可先參

考下列 links： 

https://chiaungo.blogspot.com/2012/03/blog-

post.html  

https://chiaungo.blogspot.com/2018/07/2018-7-1.html  

https://chiaungo.blogspot.com/2016/04/blog-

post_13.html  

http://chiaungo.blogspot.tw/2011/10/blog-post.html  

   做為一個忠實的讀者和初學的作者，我真的喜歡這十字

漢語俳句的詩體，坦白說，幾乎每天都在網上輕鬆享受一些

俳友們的靈感和情思。不久前在拜讀傅月庵先生的大作時 

(link: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9060521994

31036&set=a.107173652652242&type=3  )，也順便瀏覽了

該版 comment 欄中， 眾多隨便寫就的十字俳句，竟發現每

一首都能讓人或莞爾一笑，或輕輕感動。 

誠願十字漢語俳句，欣欣向榮，花開朵朵！ 

註一 ： 茲將吳昭新先生有關十字漢語俳句格式的詩敎，分

條簡單歸結於下： 

（1）“漢語俳句” 用十個中文字，不必押韻，也不講平仄。 

將十字分作三行 3 4 3，這是最適用的排列。 

但作者也可以分作兩行 5 5，3 7，7 3，4 6，6 4⋯⋯，可隨

意安排。 

https://chiaungo.blogspot.com/2012/03/blog-post.html
https://chiaungo.blogspot.com/2012/03/blog-post.html
https://chiaungo.blogspot.com/2012/03/blog-post.html
https://chiaungo.blogspot.com/2012/03/blog-post.html
https://chiaungo.blogspot.com/2018/07/2018-7-1.html
https://chiaungo.blogspot.com/2018/07/2018-7-1.html
https://chiaungo.blogspot.com/2016/04/blog-post_13.html
https://chiaungo.blogspot.com/2016/04/blog-post_13.html
https://chiaungo.blogspot.com/2016/04/blog-post_13.html
https://chiaungo.blogspot.com/2016/04/blog-post_13.html
http://chiaungo.blogspot.tw/2011/10/blog-post.html
http://chiaungo.blogspot.tw/2011/10/blog-post.html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906052199431036&set=a.107173652652242&type=3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906052199431036&set=a.107173652652242&type=3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906052199431036&set=a.107173652652242&type=3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906052199431036&set=a.107173652652242&type=3


甚至一行十字。 

(按：中文字一字一個音節，是單音節文字，monosyllabic, 

所以十個字是十個音節，換言之，也就是說，十個音節代表

十個字） 

（2）“日文俳句”有十七個音節，將十七個音節分作三行 5 

7 5 （按：因為日文是多音節文字，所以雖然有十七個音節，

並不代表有十七個字，在實質上包含的資訊量或內容量約是

相當於十個中文字，這也就是為什麼將漢俳句限為十字的道

理所在，因為如果長了，就失去俳句簡短的特性。） 

（3）“漢俳”則是指有些人用十七個中文字來寫分作三行 

5 7 5十七個中文字雖然也是十七個音節，但資訊量或內容

量,遠超過十七個音節的日本俳句，這種“漢俳”已經失去

了俳句簡短的性質、要求和意味，雖然名曰漢俳，卻不能算

是俳句。但很可以算是一種短歌之類。） 

“漢語俳句” 有十個中文字。 

“漢俳”有十七個中文字。 

所以“漢俳”不是“漢語俳句” 的簡稱。 

但是如果不小心，就很容易將十個中文字的 “漢語俳句” 

和十七個中文字的 “漢俳” 淆混。 

以上歸結，不免野人獻芹，對較資深的俳友，全是贅言廃話。

但這是我做為一個外行人初學者的一點了解。希望能和初學

的朋友們分享。 

其實光是這排列形式的問題，源遠流長，是個研究專題，非

小文能及。 

註 二： 一百十七年前，卡夫卡 Franz Kafka (1883 – 1924)

在他的日記(1911 年 12 月 25 日）中談到當時的非主流文



學，後世有學者稱之為小文學 minor literature。拙文只是

借用了這個名詞，來形容十字漢語俳句，所指並非同物。 



附帶說漢語(華語)俳句之真 
(本篇文章主要完成於 2012年，於 2017年稍作修訂，今年

2019-4月，又做一些修訂增刪。) 

 吳昭新 (Chiau-Shin NGO) 

(一)緒言:

   俳句是在世界詩歌上很特殊的詩型。不能以平常的思

維面對。我對於俳句採最寬宏的態度，想介紹自古以降的

各種形態內容的俳句，應該可以減少外國人難接觸的俳句

的面相。俳句甚至在日本本國也有些混淆不清之處，因為

日本俳句結社是師徒形式，並且所謂結社是主宰(老師)賴

以生活的工具，結社數沒有正式統計據說有 1000或 2000

之說，且各自獨立行事，互不相干也不干與，使形勢更加

複雜， 難於窺其真面目。 所謂傳統(花鳥諷詠、季語)俳

句也不過是剛適合日本人的生活習慣的一分派而已，是俳

句的一分派不是全部，是子規兩大弟子之一虛子的一家之

言，子規之後有不少形式的俳句，不可諱言虛子對現在的

日本俳句界的繁盛有大功勞，但另一面也有阻礙俳句之發

展的一面相 (向全世界)。網上有一些拙文說明介紹，請不

吝指教。  

   我盼望參與俳句的各位想認真認識俳句至人士，以審

慎態度處之，我會再或繼續介紹，何謂俳句，何謂自由律

俳人，華語俳句界誤認漢語俳句不能定型，還以為自由律

為定型俳句的避難港，或者將具日本短歌內容(57577) 的 

<漢俳=575> 誤認為俳句，違反了俳句的最基本特性本質 

(不能再短的短)。 <俳句> 和 <短歌> 在日本是 <涇渭分



明> 絕不能混淆。俳人就是俳人，歌人就是歌人，很可惜

的是為政治將俳句和短歌混在一起，本來文學是不應該分

政治和國際關係的。其實要推廣日語俳句到漢語俳句不須

牽涉到政治，只因為創始當時匆忙中犯錯，之後將錯就

錯，不願承認而已，不知日本俳句界和漢詩界甚麼時候會

醒過來。其實這些事情我在一些拙文中都系統性或零星提

過，真的，對俳句有興趣的人士，請撥一點時間瀏覽一

下，在網路上都可以免費下載。)  

   今天我要談的是「俳句」。可能有很多人是第一次聽到

這個名稱，覺得新奇但又有些困惑，其實各位既然是來參

加這個會，當然在大家的知識中，對於「俳句」一詞應該

多少都已有個概念，知道指的是日語的短詩。  

   以往「俳句」在台灣並不是很常見的字眼，是一般人

不很熟悉的字眼，即使知道的人也不過是知道「俳句」是

一種日本的短詩而已。其實現在對文藝稍微有些興趣或關

心的人都多多少少知道什麼是「俳句」，甚至也知道 90年

代的前半有一段時期在台灣也有一些人嘗試過使用漢語、

漢字寫過「俳句」，而在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及聯合報

的副刊上曾經熱鬧過一陣子，只是後來沒成氣候罷了。 

   不過，最近幾年似乎又有些詩人對於俳句有些興趣

了，就是因為所謂 <漢俳> 的出現及流行，可是最糟糕的

是很多人因為一個 <俳> 字，就把 <漢俳> 誤認為就是 <

俳句>，很認真地將 <漢俳> 當作 <俳句> 來吟詠致使情形

更糟糕惡化，還另外產生副作用延伸到更畸形的發展，之

後會慢慢說到。 



   「漢語/字俳句」似乎有越來越多的趨勢，我推測這可

能是年輕人看到同樣使用華語、漢字的對岸中國，正流行

著寫或吟詠所謂的「漢俳」，而台灣的年輕人和中壯年人

（70歲以下）都受過完整的華語教育，只有字型的 <繁體>

和 <簡體> 的不同而已，也就很容易接受「漢語/字俳句」

的緣故吧。可惜的是他們不知道 <漢俳> 雖有一個 <俳> 

字卻不是真正的俳句，只是外型相似而已。其來龍去脈已

在另文詳細談過不在此贅談，至於「日語俳句」則有部份

留學日本回來的年輕人，對日本俳句感覺興趣而吟詠的緣

故吧，還有一撮日本領台時代學過日語的老人為詩興在吟

詠。 

關於「漢俳」，我雖然並不認為是「俳句」的一種，但

確實是在中國在二零年代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後，最近二、

三十來流行起來的新興（新型）漢語短詩，是詩經、楚

辭、唐詩、宋詞、元曲等以來的漢語詩詞的最新一型，短

小、易詠、口語或文語不論，而且可以不談平仄、對應等

繁瑣規範等等，不但容易了解而是最適合在這資訊氾濫、

知識細分的繁忙社會的非專業人士來吟詠的短詩，因此很

受中國或漢語界一般大眾的歡迎，是值得大家來共賞、共

享、共推的詩型，不過一定要了解其本質是與「俳句」有

所不同，反倒是較與日本的抒情短詩的 <短歌> 相近，所

以不能算是俳句的類型之一，但確是一種新型的漢語詩

詞，關於這一點，待一會兒我會做較詳細的說明。 

   為了瞭解「俳句」之會流傳到全球，而為各種語言使

用者所接受，而成為可以使用任何語言來吟詠的短詩的情

況下，卻有一些日本所謂「傳統俳句」的俳人（俳句作



家），排斥這一種趨勢，不願接受日本民族文化傳播到世界

的殊榮事實。我須要藉最基本的「俳句」的本質、演變歷

史和實際情況，來給各位做個簡單列舉式的說明。 

   不過，首先我必須給各位澄清各位對一般所聽、說、

了解的 <俳句> 一詞所持有的誤會(?) 誤解(?) 或了解不

透徹的原委。這不只是台灣人、中國人或外國人，連道道

地地的日本人也是犯有同樣的毛病。 

   這現象起因於這 150年來，在俳句的起源國日本本國

內的流行與教導執行的 populism所引起。大家都被教導以 

<俳句> 是 <五七五音>、<季語>、<切字>三個要素及<客觀

寫生、花鳥諷詠>等要項所組成，而是與 <短歌> 並存的日

本的短詩，其實在上面所提所謂的 <俳句> 是真實的俳句

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怎麼說呢? 原來真正的俳句包括的

意義範圍更寬，因此在這裡一般人所認知的俳句不過是真

正的俳句的一部分而已，不是俳句的全形。 

 一般人所認知的 <俳句> 一詞原來是單獨一個派系所

倡議所認同所規範的，是真實俳句的一部分而已，如同大

幫派中的一個小派系而已。可是這一小派系的這些規範自

從俳句的源頭的 <短歌> 長期演變下來，因為較適合一般

日本人的生活習慣，且較容易吟詠，而在幾位大師積極的

推動下，慢慢固定下來成為大家所認知的規範，並且當問

起 <何為俳句?> 時，幾乎所有教授者的所答就是同樣的答

覆，但實際上現在社會上一般人所吟詠的俳句並不一定按

照這些規範來吟詠。其實沒有被這些規範綁住的俳句在長

期的演變中不但有不少人在吟詠，且有不少膾炙人口之名



句出於名家之手，一般人也不知不覺中，視而不見或不敢

批評而流傳下來。 

   總括一句就是教授的一方皆以這三加一要素為基礎教

授，雖然大家實際在吟詠的並不一定遵守這些規範，卻導

致日本俳句只能由日本人使用日語來吟詠而不能由外國人

以外國語來吟詠的錯誤觀念不脛而走的結果，在下面的文

章裡將給予說明而給大家正確的有關俳句的知識。 

   俳句是日語三種短詩之一，而且是世界上所有語言中

最短的詩。而因其內容不但要短，尚且需要絕對刪除多餘

不必要的詞彙，需要刪到不能再刪而變成短得不能再短的

詩，所謂短是一句俳句只有日語十七音，也就是相當於漢

語的十音(字)，因此其構造讓有些已習慣於吟詠完整抒情

詩的華語抒情現代詩的詩人，初接觸時，較難於瞭解，無

法接受。不過真正的詩人就因為是詩人，心境純淨，心安

理得，無任何一般人的俗世慾望，大多很快就能夠意會下

來，應該不成問題。 

   俳句之名稱起始於日本明治時代，由正岡子規所命

名，所以算是日本的近代文學，但就其內容構造而言可以

追溯到江戶時代(1603~1868 )或更早，且其內容性質屬於

大眾文學或庶民文學，因而數百年來研究的人甚多，尤其

在子規將其內容地位提高到文學之領域後，作為文學研究

之對象資料者更多，而一般共同的認知認為俳句的起始為

日本室町時代(1336~1573)末期的山崎宗鑑(1465~1554)和

荒木田守武( 1473~1579)兩人。宗鑑創始 <俳諧連歌>， 

其所編纂的 <犬筑波集> 被認為是俳書的嚆矢，而連歌的



發句也已有獨立的記載，而守武是伊勢神宮內宮的神官，

其所編 <獨吟千句> 連句集中，也已有發句的存在。 

   追俳句的起源，就得從日本的詩歌的起源說起。文學

或文章平常可分為 <散文> 和 <韻文>，<文學> 本來就是

描寫人類的感情的事項，而 <韻文> 是一般所說的 <詩歌

>，一般而說詩歌都有所謂詩型的一定的規律，如中國的五

絕七律等，在日本也有 <謠曲>，<都都逸>， <淨琉璃>， 

<和歌>，<俳句>，<船歌>等等，雖說有一定的規律但也有

沒一定的規律而只有詩的內容的，所謂散文詩的文型的。

尤其日文不像西文或中文有押韻或輕重音但有代替性的節

奏叫做 <律>，且常以七五律為多，其原因尚未有考證證

據，但是有一說是日本為外來民族，而七五律正是划船的

規律，尚且其七五節奏即為 mora (節拍)之說。 

   俳句的本質在於 1) 短，2)日語 17音節，3) 分三段: 

<575>，而每一段後有 <間> 做一喘息， 4)並以 <切> 表

中斷語氣，而造成兩段的構造，而此構造分二: 1。 <一物

仕立> (一物造成， 即一氣呵成)，即 <切> 在最後，和

2。 <二物衝擊>，即 <切> 在第一二段或第二三段之間，

兩種形式。至於 5) <場> 是因俳句原來是幾個人一起在場

吟詠，因此產生須尊重共同在場的氣氛。 

   因此吟詠漢語俳句或翻譯日語俳句時，應尊重: 1) 

短，即短得不能再短，因此應除去多餘的詞句，2) 即 10

個漢字(-音節)，3) 也分三段以 <343> 節奏，4)以一句一

章或二句一章吟詠而不必押韻，但要押韻也可以。 



   再進一步談到翻譯成漢語時，要特別認知漢語與日語

音節的不同。日語的音節是以 mora (節拍)算，而一個詞

彙，在華語是一個字一個音節，但在日語則是一個漢字有

可能達 1~8個音節，平均 1.5~2.0音節，因此當翻譯日俳

時應以 343十個字(=音節)翻譯，絕不可以仿效日語的 17

個音節以 17個漢字 <575> 來翻成華語，結果常不得不多

出原句沒有的詞彙，二三個或者至四五個，這個不是翻譯

而是讀者個人的感觸或解釋，即使是好句子也不是原作者

的作品，而是翻譯者的再創作傑作，如果說難聽一點是翻

譯成自己個人的感受而不是原作者的原有詩情。 

   尤其作者跟讀者的詩情詩意的不一定相同，就是俳句

跟其他詩詞最大的不同點，而翻譯者卻冒犯了這個最大的

忌諱，翻譯成自己的詩情，違背了俳句的最重要本質。   

(二) 俳句的演變:

   俳句是從日本奈良時代（710～784）的「短歌」經過

「連歌」、「俳諧連句」、「發句」的順序演變下來的。<和歌

> 是指與 <漢詩> 相對的日本早期的詩歌而稱，如在開頭

提到在日本早期有: <謠曲>、 <都都逸>、 <淨琉璃>、<短

歌>等等，因後來只剩下 <短歌> 流行，所以一般而講 <和

歌> 就是指 <短歌>，也就是 <和歌> 等於 <短歌>。 

◎ 和歌（短歌）→連歌→俳諧連句→俳諧→（發句的

獨立）→俳句。

‧ 短歌（暢行於奈良時代的貴族: 5-7-5-7-7音）



‧ 連歌（暢行於鎌倉時代的文人: 5-7-5，7-7，5-7-5，

7-7，5-7-5，。。。。。。音）

‧ 俳諧（暢行於室町時代的庶民: 5-7-5音）

‧ 發句（暢行於江戶時代的庶民文藝界: 5-7-5音）。

是連歌或連句的第一句 575，是一種「挨拶句」(打招

呼的句子)。因為日本人二千多年來的生活上都有以大自然

的景象做打招呼的習慣，便以包含有 <季語> (跟季節有關

的語詞)在內的發句做為發句的習慣。發句後來從連句或連

歌獨立出來時叫做「俳句」，因此「發句」就是「俳句」的

源頭。 

‧ 川柳（暢行於江戶時代的庶民以詼諧為主: 5-7-5音）

‧ 俳句（明治時代的正岡子規所命名，而就其內容可回溯

到江戶時代的發句也具有同質性，也具有文學性: 5-7-5，

因此現稱「俳句」也就包括江戶時代具有同質性的「發

句」。 

(三) 俳句的本質:

是具有下面的幾項特質： 

‧ 詩情，

‧ 短小，

‧ 韻律（節拍、拍子）：朗誦時順口有音樂性，

‧ 餘韻（像鐘聲有餘音繞樑），

‧ 留白（如水墨畫），

‧ 存有禪的含意？

（四） 日本的短詩:



‧ 日本人日常吟誦的短詩有三種，是「短歌」、「俳句」和

「川柳」，而「俳句」則被稱為是世界最短的詩而受全世界

的歡迎。「川柳」也是跟「俳句」一樣都是十七個音的定型

短詩，兩者的區別一般常說的是有無「季語」和吟詠內容

有別，甚至在之前還要提起文語和口語，文雅和粗俗之

別，但因隨著時代和社會的變遷，其最明顯的區別在於

「俳句」是述說瞬間的感動，較屬於文雅而俱文學性的，

而「川柳」則是以口語表現對社會現象的諷刺、挖苦、嘲

笑等有些類似中國的打油詩的味道。但久之也會出現好像

「川柳」的「俳句」，或像「俳句」的「川柳」，各稱為

「俳柳」或「柳俳」，也就有人乾脆不分「俳句」或「川

柳」，統稱為「五七五定型」。至於我本人則依其內容分別

「俳句」和「川柳」，難分者如雖然稍有諷刺性但也具有文

學之美者以「俳柳」稱之。  

   俳句說是世界最短的詩，那就要多短呢，起源的日語

俳句找到的是十七音節，如果要以漢字吟詠漢語或華語俳

句時，或將日語俳句翻譯成漢語或華語俳句時，應以比照

日語俳句內容，即資訊量的多少作為依據考量才正確，不

可以以同樣音節做標準。因為詩(俳句)的重點在內容，因

此不能以音節或字數即外表組做標準或依據，實際上中國

的「詩詞」也有七或十個字的短詩，只是沒有流傳下來而

已。 

   其原因在於漢語是一字一音節的單音節字，日語是一

漢字或一詞是多音節詞(字)，因此漢字是一音一字，而漢

字的一個字 (音) 所表達的內容（資訊量）約等於一～五

個日本音節詞，而平均則約為 1.5 ~ 2.0 個音節，因而實

際上十個漢字的內容就約略等於十五～二十個日本音節，



因此以內容作比照時，十個漢字(音節)的詩詞內容就約略

等於一句(十七音節)日本俳句或川柳的內容量。這就是以

往造成翻譯日語俳句為漢語俳句時所發生的，常多出原句

所沒有的多餘的詞句的原因。 

（五） 俳句的類型

   「俳句」這一名詞雖然是由明治時代的正岡子規所命

名定義的，但如前述因其內容本質及型式的同質性而可回

溯到江戶時代的芭蕉的「發句」，因此習慣上芭蕉、蕪村、

一茶等人及同時代俳句作家的俳句類作品都歸類於 <俳句

>。而一般將俳句籠統分為：

‧傳統俳句

‧非「傳統」俳句（前衛、新興、…俳句等）二類

其實所謂為傳統是否就是傳統是一個問題，我說是日本

俳句界的 populism (民粹)所致，也是日本俳句界混亂的最

大原因，如一般所說日本人對於傳統很無力，也就很少有

人敢正面討論，也就有人說不必去管俳句的本質為何，就

俳句能夠做甚麼就去做就好了的說法。我曾讀過在 2010年

左右吧，有一位中川氏親自去參加四、五個俳句結社而很

勇敢地批評當時俳句結社的通病，也同時痛罵始作蛹者虛

子大師，雖然他的言論有些激烈過分，內容還精實，我認

為確有些道理，值得討論，但一直不見有人出來評論，就

可見俳句界的一般情形。這些論說還存在網上，有興趣的

人士可以自己去研讀。 

1。 傳統俳句（定型、有季）： 



正岡子規（1867-1902 ）：所創作，須有一定字數（音節

數）與季節有關的語詞（季語、季題）和「切」字，且以

寫生為主。之後高濱虛子又提倡「客觀寫生，花鳥諷詠」。 

￭ 五七五（十七音節）定型：分上、中、下三段，第一段

五個音節，第二段七個音節，第三段五個音節，不按照者

叫做「破調」，依字數多出來或減少叫做「字多」或「字

少」。 

￭ 季語（題）：應有與季節有關的辭句。日本人自有史以

來因地屬四季分明的地域，日常生活中習慣於以氣候有關

的語詞作為見面時的互相招呼語辭，但世界各國並不一定

有這一種習慣，因此要季語適用到全世界就有些困難。世

界各語言俳句都已不一定要考慮季語的問題。 

￭ 切詞：表示一段敘述段落的終結。各種語言都有其終結

段落的方式可以適用。 

￭ 寫生：吟誦內容應與大自然事象的寫生有關。教授者雖

然都這麼教授，但一般大眾都已不限於寫生而自由發揮在

吟詠生活上所遇到的一切事像。  

2。 非「傳統」俳句： 

￭沒有按照所謂傳統俳句的規定（五七五定型、季語、

切詞、寫生）吟詠的俳句，因內容形式的不同，以及產生

時間點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稱呼，在後段有較詳細說明。 

其實現代人即使自稱所吟詠的俳句是傳統俳句，但是其內

容如果認真分析都是非傳統俳句，只是五七五定型存在，

切字不一定存在，至於季語則雖有但不一定有季節感，而

有無並不會影響整句的內涵，就是所謂「季語會動」，而吟



詠內容則包括每日生活上所發生的一切事象，而不限於大

自然景象的客觀寫生。 

￭「雜」：子規雖然說過俳句應具有上述幾項條件才能稱為

俳句，但並沒有將不符條件者排除於俳句之外，而將不符

合規定的俳句歸類於「雜」項俳句，依然算是俳句。但是

我猜想這個 <雜> 給人很不值得的印象，以致對不符合所

謂傳統俳句的規範的句子產生歧視不值得的聯想的後果。 

￭至於所謂五七五定型一兩個音的多或少 (所謂破調) 本

來就所允許的，只是有少數固執的人士常會多嘴也是免不

了的，可以不予理睬。 

<子規的弟子>： 

子規是「俳句」的創始人及命名者。他的弟子中，特別有

名的有兩位，人稱為子規門下雙璧的高濱虛子和河東碧梧

桐兩人。他們倆人後來走了不同的路，一個遵守子規已設

定的規範走，另一個則不但循著子規的改革精神又超出子

規的既定規範繼續做改革，走出一條新路。但兩個人都留

下為後人所欣賞的作品，因此也就在俳句歷史中特別受到

注意，留下清晰的軌跡。 

   子規對兩位弟子曾有 ：「虛子熱如火，碧梧桐冷如

冰」的評語。網路上有人評論說：「碧梧桐可能欠缺做為領

導人的氣質，因此一輩子常被別人取走最好吃的部份，如

果看其行腳三千里的著作，可知其對俳句的癡心，不輸給

任何人，讓人更覺惋惜。與之相比，虛子生性麻糊不嚴

謹，卻能取走好吃的部份，可以說是精於處世的高手，眾

人不可欣賞」，可是也不能據此就來做評價，因為不管如

何，有虛子才有今日的俳句盛況。 



 高濱虛子（1874～1959）： 

俳句界習慣上稱他為「虛子」是他的俳號，與他的本名 <

清> 諧音(日語)。虛子小子規六歲，是子規的小同鄉，學

生時代就很尊敬上京(東京)讀書的子規。子規從學校放假

回鄉時，常跟隨在一起，子規也很愛護他，有意把他養成

為俳句界自己的繼承人，但是虛子起初卻一心想成為小說

家，因此對於俳句欠缺興趣。雖然子規很器重他，他對於

子規卻並不怎麼尊重，據後人的描述是如此，筆者從他所

寫「我與子規」一文也會感受到虛子有些不甩子規的模

樣。雖然他後來所走的路是因寫小說不成氣候，又看到同

輩的碧梧桐的新傾向俳句頗受大眾的欣賞，才不得不放棄

小說回歸子規所定義的俳句的路，就是所謂傳統俳句的路

而頗有青出於藍的味道，也頗受所謂傳統俳句界的尊崇，

獲得傳統俳句的始祖的地位，可是實際倫理上，他不應該

批評子規的所吟詠的俳句的好壞，但他卻批評子規的俳句

不怎麼出色。他在子規的 <寫生> 主張上再加一句 <客觀> 

叫做「客觀寫生」，後來再改變為「花鳥諷詠」。就是「五

七五定型」、「有季語」、有「切」字及「客觀寫生」的所謂

「傳統俳句」。  

   話說，起初對俳句不怎麼認真的虛子，把俳句刊物

「ホトトギス」辦成綜合文藝雜誌，多刊載小說等文藝作

品，但後來發覺自己寫小說的路不怎麼起色，又看到碧梧

桐派漸成為俳句界的中心時，於 1912年復歸俳句界，表明

擁護傳統俳句以對抗碧梧桐的新傾向俳句。雖然這期間有

搖擺的時期，也曾一度摸索導入主觀的新傳統，但終於

1916年定調於以「客觀寫生」為基本，以訂定了「有季、



定型」的所謂傳統俳句的位置。再於進入昭和時代（1926-

1989）的 1928年，在「客觀寫生」之外再加上「花鳥諷

詠」之說法，以加強說明俳句是諷詠自然現象以及隨著而

來的人事界之現象，以求擴大吟詠對象。之後「客觀寫

生、花鳥諷詠」成為傳統俳句之詩型，也成為至今的日本

俳句的主要潮流，終於成為對外說明何為俳句的標準答

案，但也成為俳句向世界發展的瓶頸。說實在，做為現代

詩的俳句，不應該將主題局限在季節之範圍。這也許可比

喻為現在盛行的一句語詞，俳句界的 <大眾迎合主義> 

(populism)，但世界俳句界沒有被這限制所綁住，已發展

出世界俳句的新了解，如 <三行詩> 等，但只有三行而對

於長短沒有規範時就違背了俳句的最重要本質，需短得不

能再短的本質，還沒有達到完滿的地步而尚待商榷。 

   屬於此派系的俳句作家在大正時代有村上鬼城（1865-

1938）、飯田蛇笏（1885-1962）、原石鼎（1886-1951）以

及女俳人杉田久女（1890-1946）等人，而在大正末期到昭

和初期則有水原秋櫻子（1892-1981）、高野素十（1893-

1976）、阿波野青畝（1899-1992）、山口誓子（1901-

1994）、山口青邨（1892-1988）、川端茅舍（1897-1941）

以及女俳人中村汀女（1900-1988）、星野立子（1903-

1984）、橋本多佳子（1899-1963）及三橋鷹女（1899-

1972）等人。 

河東碧梧桐（1873～1937）： 

他跟高濱虛子同樣也是子規的小同鄉，他比虛子大一歲。

當子規於學校休假由東京回鄉時，常跟其學棒球的技術，

同時也欣賞子規的俳句，乃勸說同班同學的虛子，跟著子



規學俳句。子規逝世後，繼承了子規在報紙「日本」的俳

句專欄的選句者的工作，但因不喜歡被子規所定的俳句規

範所約束，漸走向不受定型（五七五調）約束的「新傾向

俳句」，即「非傳統俳句」之一的「自由律」、「無季」之俳

句。後來周遊行腳全國，除留下不少有關蕪村的著作外，

亦有遊記文集《三千里》。其俳句作品頗受一群讀者所喜

愛。請參照後面「新傾向俳句」和「自由律俳句」項。 

 <詞句解說>： 

(關於常見語詞做簡單的解說) 

（1） 什麼是俳句？

1。 文藝和詩： 

￭ 文藝包括文學和藝術，而詩則是文學的一種，是將一個

人由自然、人事和周圍的事物所感受到的感動，使用有韻

律、節奏的形式表達出來的語言形式。 

2。 俳句（HAIKU）： 

￭ 「俳句」（HAIKU）（廣義）則是詩的一種，是一種世界最

短的詩型，其起源在日本，後來以各種語言傳至世界各

地。 

3。 感動： 

￭「感動」是人對於大自然以及周遭所發生的事物的感情上

的反應表現。 

￭ 動物如狗雖然也能將其感情以各種行動表達出來，但不

能像人類使用符號表達出來。 

￭ 感動既然是人類對於日常生活會碰到的一切事情（自然

環境、人情義理）的反應，所以應該包含人類的感覺（視

覺、聽覺、觸覺、味覺、嗅覺）、人情、人事、倫理、論理



以及哲學等，而主觀和客觀雙方面的感受都應該包含在

內，其實沒有主觀的感覺哪兒來客觀的感受。。 

(2) 什麼是「客觀寫生」？

是虛子所提倡的吟誦俳句的約定，是說俳句內容應以

描寫所見自然事物的主張，叫做「寫生」，是單純的，敘景

的一種，且須要客觀而避免含主觀感情的敘述，話雖這麼

說，如果先沒有主觀的感受哪兒來的客觀的寫生。 

(3)。 什麼是「花鳥諷詠」？

￭虛子先有「客觀寫生」的提倡，但後來又改說「花鳥諷

詠」，就是吟詠大自然即「花鳥風月」的四季變化，而以花

鳥風月代表自然景物。他後來可能發覺能夠吟詠的對象題

材有限，後來允許延伸到跟著四季變化所產生的 <人事問

題> 也可以做為吟誦的對象，希望這樣就能夠脫離客觀寫

生的狹窄範圍限制，是一種自求解脫的作為。華語裡有一

詞「風花雪月」相當於日語的「花鳥風月」一詞，但華語

的風花雪月包含有男女間的私情，但日語的花鳥風月並沒

有男女間的私情的意思。 

￭後人在深度研究虛子的作品或記錄後，認為其實虛子並沒

有反對主觀的吟詠，其真意是因為對於一般人而講，要吟

誦具有深度的主觀的事物申訴是極不容易而困難的一件

事，因此這一「客觀寫生」的約定是針對一般人容易進入

情況而說的，並不是說一定不可吟詠含有主觀意識的俳句

的意思，是一般人誤會了虛子的真意。因為，虛子本人就

留有不少吟誦主觀意象的好句子，而其他人更多，因此這



一說法，應該被認為是有為虛子的「客觀寫生」的說法的

缺失做解套的用意。 

(4)。 非傳統俳句：

￭是相對於所謂傳統俳句的俳句，是沒有按照傳統俳句的

約束所吟詠的其他所有俳句。其實現在吟詠俳句的人很多

都沒有按照這些約束來吟詠，即使自己以為有吟詠包含季

語在內，但是其季語卻沒有 <季感>，有無都無差異，或者

可以使用其他任何季語代替，所謂 <季語會動>。 

   反過來思維，人生總離不開受社會變遷的影響，因每

一時代都有具 <時代性的特殊社會背景>，當然就會有代表

或反映不同社會性內容的俳句被吟詠，不只俳句，所有的

文藝作品，包括詩歌、小說、戲劇及小品都反映各不同時

代的社會情景為主。這本來就是文藝作品的很重要的內容

事項，也就是 <芭蕉> 所謂的 <不易流行>。 

   因此，俳句在這一百多年來隨著時代的變遷，也有各

種不同類型稱呼的俳句如：「新傾向俳句」、「社會性俳

句」、「前衛俳句」、「自由律俳句」、「無季俳句」、「新興俳

句」、「普羅俳句」、「戰爭俳句」、「人間探求派俳句」、「根

源俳句」、「大眾化俳句」、「國際俳句」以 及「世界俳句」

等等。 

￭有關明治時代，正岡子規創制「俳句」一詞及規範「俳

句」的內容後，至今（2011年）一百多年來的「俳句」的

演變和發展，在現代俳句協會所出版的《日英對譯 21 世

紀俳句的研究-2008》一書中，木村聰雄所寫《現代日本俳

句小史》的一篇中有簡單扼要，但相當完整的介紹敘述，



而且是 <日語英語> 相對照，不管懂不懂日語都可以做為

參考，筆者撰寫本文時也多做參考。 

￭ 至今俳句和短歌仍然都是許多日本人所愛好的短詩，

而俳句似乎稍微凌駕於短歌之上，可是並不是所有的日本

人都會吟詠或喜歡吟詠俳句，這一點很重要，因時代的進

步，又不少日本人稍懂外裹語言，其中有少部分人就自己

以為懂得排拒在外國人面前說三道四，將膚淺的錯誤的俳

句知識傳教給外國人，導致外國人對俳句的錯誤認知。俳

句和短歌在二戰後都成為世界各國詩人之所愛好，且愛好

俳句者多於愛好短歌。但我總覺得因外國人關於俳句和短

歌較難做區別，因而雖然因愛好俳句而以俳句之名所吟詠

的短詩其實其內容都以短歌之實為多。 

￭ <短歌> 從一開始就是在宮廷盛行的簡短的敘情詩歌 <

情歌、戀歌> ，就是以吟詠戀情的情歌為多，因此在吟詠

詩歌的思路上，外國人學或模仿起來較容易，而俳句則是

發源於日本四季分明的特殊氣候，和兩千年來與大自然的

變化息息相關的生活習慣而來的詩歌，較具特殊的日本特

性，因此俳句內涵的約定規範，在與日本的氣候和生活習

慣不同的外國人來說，較難理解或接受，不但如此，再加

上俳句的基本本質在於瞬間的感動，僅就此一項就讓已習

慣於吟詠長篇敘情或敘事型詩歌的外國人較難會意。如最

初有日人野口米次郎 (Yone Noguchi;) 將日本俳句介紹給

西洋後，於 20世紀初期有 Ezra Pound (1885-1972) 的意

象主義 (Imagism) 的出現，而俳句在日本國外只能依其外

型來做模仿的情形出現，甚至其外表型態多因各國語言的

構造的不同而失其可行性的結果。如華語的俳句就因為語

言構造之相異而改變其特質或本質，如只取外表的特質而



模仿的所謂 <漢俳> 即失去俳句的最重要的本質的短的因

素而變成與日本另一短詩 <短歌> 同樣的內容量(資訊量)

的短詩，在日本俳句和短歌是涇渭分明的兩種短詩，兩種

短詩都吟詠的詩人是屬於少數，雖然中國和漢語族群及日

本真正了解兩種短詩的詩人都不會承認 <漢俳>是俳句，但

是一般大眾或是已習慣或維護個人主張或是礙於政治氣候

的人，仍然認為 <漢俳> 為俳句而不願改，就是在文學上

做政治取向的一例。 

￭ 在下面就有關名稱，做摘要介紹以便各位了解。

  1）「新傾向俳句」： 

 子規去世後，如前述，他的事業由他的兩大弟子繼

承，就是報紙「日本」的俳句欄由河東碧梧桐，而俳句刊

物「ホトトギス」則由高濱虛子繼承。因兩人主張不同，

各自往不同的方向發展。碧梧桐則想把子規對於革新俳句

的想法進一步做發展，乃提倡更進一步的，不只直接描述

情景，還更一步踏進吟詠者腦裡的主觀描寫，就是「新傾

向俳句」，此一主張很快就傳遍全日本，甚至被稱讚為「非

新傾向就不是俳句」的社會傾向，而成為在明治時代末期

俳句的主流。就是信念俳句可由不斷的傳統的變革而改

進，而企圖把子規所播種的革新種子再養育成更大更寬的

版圖。  

  2）「自由律俳句」： 

「新傾向俳句」到了大正時代（1912-1926）再分裂而產生

「自由律俳句」，就是一種不想被俳句的傳統性五七五定型

和季語等約束所拘束，而追求更自由的俳句精神的俳句革

新。主張每一句具有屬於自己的韻律的<內在律>。荻原井



泉水（1884-1976）起初參加新傾向運動，創刊「層雲」俳

誌，但於 1913年脫離新傾向運動，以所學西洋詩，嘗試將

俳句原有的季語和定型的規定廢棄，以「層雲」為據點創

「自由律俳句」，其旗下有種田山頭火（1882-1940）、尾崎

放哉（1885-1926）、栗林一石路（1894-1961）等人。另一

方有中塚一碧樓（1887-1946）接掌碧梧桐所創刊的「海

紅」，提倡口語自由律俳句。「新傾向運動」經由「自由律

運動」，尤其與山頭火、放哉等放棄俗世，詠誦流浪生活的

詩人結在一起，也興旺一時。在 1980年代雖有年輕的俳人

住宅顯信（1961-1987）活躍可惜早逝，而至今仍擁有廣大

的讀者群。如市井上有不少以 <山頭火> 為店名的商家出

現，台北的天母 SOGO百貨八樓飲食街就有一家 <山頭火> 

日本簡食店。也有人稱自由律俳句為 <隨句>(北川傀子)。 

   3）「新興俳句」： 

昭和初期，正在虛子積極要將傳統俳句的定義限定於「花

鳥諷詠」的同一時期（1930），相對地也出現了想把俳句定

位於詠誦普遍化精神的現代詩的俳句革新運動。而且諷刺

的是這個運動起自於「ホトトギス」內部的反動派，不久

發展成為「新興俳句」的新潮流。 

   話說，原來屬於虛子派系的水原秋櫻子（1892-1981）

當其作品漸傾向於抒情主觀寫生而與虛子的「客觀寫生、

花鳥諷詠」相對立時，就在其所主宰的俳句刊物「馬醉

木」（1922年創刊，原來是屬於「ホトトギス」派的刊物)

上發表論文酷評忠實遵守客觀寫生的同僚高野素十。秋櫻

子於 1931年脫離「ホトトギス」，至此反傳統主義運動的

「新興俳句」終於產生。「馬醉木」，之後脫離「ホトトギ



ス」，邁向主張主觀的表現的路。在「馬醉木」刊物下聚集

的著名俳人有山口誓子（1901-1994）、石田波鄉（1905-

1969）、加藤秋邨（1905-1993）和高屋窓秋（1910-1999）

等人。 

   4）「無季俳句」： 

在「新興俳句」興盛時，訴求不受約束的自由做法者，除

了先前提到的「自由律」之外，也有特別關注到季語的問

題者，也就出現了要保持傳統定型的一面，但要求放棄季

語約束者。俳句刊物「天の川」也是同為「ホトトギス」

的派下刊物，是由吉岡禪寺洞（1889-1961）於 1918年所

創刊，自 1935年即推唱「無季俳句」，更加強了秋櫻子的

反傳統運動。在 「天の川」 發表作品者有橫山白虹 

（1899-1983）、篠原鳳作（1905-1936）等人，與「馬醉

木」的人一起成為「新興俳句」運動的據點。「旗艦」的主

宰日野草城（1909-1956）則雖然出身自「ホトトギス」為

了追求現代文學的自由主題，領頭推動「無季俳句」，還有

富澤赤黃男（1902-1962）也追求超越季節感的俳句。在

「旗艦」除此兩人外還有西東三鬼（1900-1962）和神生彩

史（1911-1966）、片山桃史（1912-1944）等人的參與。

「京大俳句」 則於 1933年由「ホトトギス」系的京都大

學關係者所創刊，而成為「新興俳句」自由主義派的據

點。另有「句評論」則創刊於 1931年亦走新興俳句路線， 

   「土上」則創刊於 1922年，有嶋田青峰（1882-

1944）、東京三（秋元不死男；1901-1977）等人發表無季

俳句。林田紀音夫（1924-1998）則為戰後無季俳句的代表

人物。 



  5）「人間探求派俳句」： 

原來在詠誦自然的傳統俳句界，有些人已不耐煩於局限在

詠誦這麼狹窄範圍內的俳句，而求詠誦更貼近於每日生活

的精神心理內面的俳句，而不再拘泥於局限在詠誦大自

然。這一種俳句中常出現難於了解的句子，而被稱為「難

解派俳句」。這些人有石田波郷（1917-1969）、加藤楸邨

（1915-1993）、中村草田男（1901-1983）、篠原梵（1910-

1975），而評論家的山本健吉（1907-1988）於 1939 年 7

月，請來這四位俳人開會以「新俳句的課題」為主題的研

討，在這會中產生「人間探求派」這一詞語，而主張俳句

應詠誦一切自己生活上感受的情感，就是探求人生生活的

內容和目標等，要把一切在日常生活上所能碰到的事情都

詠入俳句內，包括回想、願景、理想等，也就是人性內面

的一切，這樣就難免出現很多難於了解的辭句的俳句，也

就是「難解派俳句」，而山本認為這根本就是在探討人生的

目的意義的哲理等深奧題目，是探討「人間」的問題因此

從此稱為「人間探求派」，而「人間」一詞在日語表示多重

意思如：「人，人類，人性，人格，為人，社會，世上」的

意思，華語的相對詞應為「人」有「作為一個人」的意

思，華語平常以簡單的「人」來代表，就是「人探求派」，

也就是探求作為一個人的萬般一切，從人的來源，人性，

道德，行為，人格，人生，倫理，哲學，思想等等，包括

有關人及其行為的一切。  

 6）「普羅俳句」： 

   於大正時代後期到昭和時代初期，受俄羅斯普羅文學

的蓬勃發展時，日本也受到其影響而有「普羅俳句」的發



展。其派系的刊物「俳句生活」中就否定「花鳥諷詠」，認

為是逃避現實的作為。這與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時代，將

誦詠古詩稱為「無病而呻吟」終使古詩從文藝界消聲匿跡

很長一段時期有異曲同工的味道，不過日本的傳統派並沒

有因此而沒落凋萎，而一般大眾，傳統、非傳統各行其

道。 

   7）「戰爭俳句」： 

看到無季俳句的盛況，虛子發覺事態嚴重，終於 1936年將

吉岡禪寺洞、日野草城和杉田久女三人從「ホトトギス」

團隊除名，但另一方面，「麻醉木」的水原秋櫻子後來回過

頭來想盡力維護「有季定型」，以致有高屋窓秋及石橋辰之

助等人的離開了「麻醉木」。至 1937年中日戰爭開始，「傳

統」、「新興」雙方都捲入了戰爭氣氛，多詠誦有關戰爭的

俳句，歌頌戰爭的，反戰的都有，這些就是「戰爭俳句」。

這種特殊情況即所謂 <洗腦>，這在古今中外是常見又是必

有的現象，是人性、政治、心理戰的常套，就是全球各國

都在執行的 <洗腦> ，不必大驚小怪，是可以提起留證，

但也不必特作或大作文章，沒甚麼稀奇，人類行為之常，

如在中國文革期間文人的遭遇與作為，不勝枚舉，十三億

人口中沒有一個人敢反抗，也許這樣講太過分了，應該說

是沒有人有能力反抗，這要怪中國人嗎？答覆是「否」，古

今中外這樣的情況的合乎人性的道理的，都是這樣，是可

以理解的，問題是事件過後，在中國似乎只有巴金做過具

體的懺悔，說良心話。從 1978年 12月到 1986年 7月，巴

金耗費了整整七年的時間，終以煌煌五卷四十多萬字的巨

著，奉獻給人們一部這個時代“說真話”的大書，它滲透



了老人晚年的真實思想與感情，寫出了一個中國知識分子

近四十年來心路歷程的偉大“懺悔錄”－「隨想錄」，但不

見有其他文人出來隨之，可見歷史還在延續還沒有到終點

呢。 

   日本俳句界，在戰爭期間也受到人性理所當然使然的

遭遇，言論自由被壓迫，特務開始捉人，不少「新興俳句

運動」的主要俳人被逮捕，俳誌被取締，如：「京大俳

句」、「土上」、「句と評論（廣場）」、「天香」、「俳句生活」

等俳句刊物及被檢舉的俳人有：平畑靜塔、井上白文地、

仁智榮坊、石橋辰之助、渡邊白泉、西東三鬼、嶋田青

峰、古家榧夫、東京三（秋元不死男）、藤田初巳、細谷源

二、栗林一石路、橋本夢道等人。 

   雖然至此，二十世紀前半的俳句改革運動已被戰爭摧

毀而收局，但「新興俳句運動」使「俳句」的地位，提高

至不僅侷限在「花鳥諷詠」的小格局，而是不輸於西洋近

代詩詩型的文學地位。 

   經過戰爭時期的混亂之後，戰後一年發生了京都大學

法國文學教授桑原武夫的「俳句第二藝術論」，他把大師級

俳人和一般作者的作品混在一起給讀者看是否能夠挑出大

師級作者的作品，結果失敗了，因而桑原提出了俳句不能

算是真正的藝術，不過是一種如學插花等藝匠之類之事項

而已。他認為社會一般關於俳句作家的價值，不能在作品

的好壞優劣上做評比，而是以其弟子的多寡，主持刊物發

行量的多少為基準，否定了俳句的藝術地位而稱為第二藝

術，主張與插花道等手藝工匠是一樣的。這個對於當時的

俳句界引起相當程度的衝擊，有人說當時的俳句界的反擊

微弱，但也有人說的確有了某一程度的反響，以筆者的膚



淺學識無力評論，但從結果來說，並沒有打倒俳句界的力

道。 

 8）「根源俳句」： 

   山口誓子於 1935年脫離「ホトトギス」後，參與水原

秋櫻子的「馬醉木」，但又於 1948年離開「馬醉木」後，

被「新興俳句」派的西東三鬼、秋元不死男、平畑靜塔

（1905-1997）、高屋窓秋(1910-1999)、三谷昭以及弟子橋

本多佳子、榎本冬一郎（1907-1997）等人推舉創刊俳刊

「天狼」。另外、有永田耕衣（1900-1997）、橫山白虹、神

田秀夫（1913-1993）、佐藤鬼房（1919-2002）、澤木欣一

（1919-2001）等俳句名家也參與，因誓子在創刊號談到應

探求俳句的「根源」，「根源俳句」就此成為「天狼」的標

語，而同仁多人從多方面探討俳句的根源，有的認為俳句

的根源應追求人生的意義，各有所據，如耕衣則由佛教的

禪到達了「無」，因多方面的尋根而終無法達到同一結論，

而所要求證的「根源」究竟是什麼也成了問題，但深化了

俳句內容，也呈現了俳句的多面或多樣性，最後迷糊，而

不了了之。 

 9）「社會性俳句」： 

   自從戰前就有俳句應該具有背景社會為主體的社會性

特徵的言論。每一個時代都應該有適合於該社會時代特徵

的社會性俳句，至二戰戰後，思想的自由帶來了社會主義

思想的傳開。至「風」俳句刊物出刊後，澤木欣一等人在

刊物上大談社會主義思想，而金子兜太也贊成後，遂造成



俳句的社會主義性論爭，後加上左翼俳人的俳誌「俳句

人」出刊後以勞動為主體的職場俳句暢行。 

10)「造型論俳句」：

   二戰後之俳句的主體自個人發展至社會性，而金子兜

太於 1961年提倡俳句的新造型即所謂的「造型論」，並於

1962年有了俳誌「海程」的創刊，前衛運動的俳人都聚集

在其旗下，有如：隈治人（1915-1990）、林田紀音夫

（1924-1998）、堀葦男（1916-1993）、穴井太（1926-

1997）、稻葉直（1912-1999）、八木三日女（1924-2014）、

阿部完市（1928-2009）、島津亮（1918-2000）等發表前衛

作品。不過金子兜太現為日本最大俳句組織「現代俳句協

會」的領導人（名譽會長），最近其言論似有回歸傳統俳句

的發言，以致有人責之。金子氏(1919-2018)已於 2018年 2

月仙逝 

11)「藝術派俳句」：

   前衛運動的另一派則以「為藝術而藝術」為其標語而

追求語言和表現的美學，因而被認為是前衛運動中的「藝

術派」。他們於 1952年擁高柳重信（1923-1983）、富澤赤

黃男等人創刊俳誌「薔薇」，並有三橋鷹女(18991972)、赤

尾兜子（1925-1981）、鷲巢繁男(1915-1982)等人在其旗

下。「薔薇」之後發展為「俳句評論」（1958），有高屋窓秋

(1910-1999)、永田耕衣（1901-1997）、加藤郁乎（1929-

2012）、橋閒石（1903-1992）、中村苑子（1913-2001）、三

谷昭(1911-1978)等人加入。高柳重信更嘗試所謂「多行形



式」，就是將一行書寫的俳句改為以四行書寫以求言語間的

互相影響更為明確。 

 12）「連作俳句」： 

   現在連作俳句只表示，在一個表題下，有多句俳句的

意思，是為無法以一句句子完全表示詩意內容時，所採用

的方法。在俳句歷史上是水原秋櫻子等所創始的，就是獨

立的複數的作品間互相有關連或連續性，不過關於正式的

定義如：季語等，仍有不同意見。甚至有些人完全否定此

種俳句的吟詠法。歷史上有名的例句有日野草城的「都飯

店」的新婚初夜之俳句，但仍有很多爭論。 

 13）「大眾化俳句」： 

   到了 80年代的後半，日本國內的俳句熱達到了最高點

一直持續到現在。原來俳句被稱為是老人的休閒活動，但

是在近二、三十年逐漸年輕化，連兒童俳句也出現，在社

區的文化活動中佔有重要的一席，在所謂的社區文化教室

都有俳句教室，而且每年各團隊各地區都有比賽活動及獎

金，就是大眾化了，甚至有些商業活動中也有俳句比賽，

如伊藤茶業等甚至日本航空等則成為國際性活動，參加人

數動輒達數萬人也舉辦了好幾年了。尤其是多年來每年舉

行的高中生「俳句甲子園」，是模擬棒球甲子園的活動，造

就了年輕一代的俳句高手，現代在檯面上活躍的年輕一輩

的俳人有不少出自「俳句甲子園」，而是否因此大部分人是

走「定型有季」的所謂傳統派俳句之路，責不得而知，但

是其中就有些人摸索探討自從 150年前子規首創 <俳句> 

這名詞後一直存在發展中的「無季」、「自由律」，而詠誦內



容也不限於客觀寫生可包括人生生活上所發生的一切事象

和思維之路。如前述伊藤園茶葉則明說: <題目是自由，將

自己的感受思維不拘定型、季語，以 575節奏，自由自在

地表現出來>。這才是也就是俳句的真髓所在，也是現代世

界俳句的中心走向，因為過去要將俳句的真髓困鎖在那人

為的三項中才會走不出日本的困境發生。俳句之前途是廣

闊的，雖然沒有正式的統計，據估計屬於三大俳句團隊的

會員就有二萬人，而屬於各結社的俳句刊物就有八百多

本，因而估計參與俳句吟詠者不下數百萬人，更有估計千

萬人的說法，不管多少人，俳句在日本已成為一種國民文

化活動是事實。 

 14）「國際化俳句」： 

   在一百多年前，十九世紀末期，即明治時代初期，就

有日本人野口米次郎(1975-1947; Yone Noguchi)及幾位外

國人介紹俳句到西洋，如：W。G。 Aston (1841-1911)、

Lafcadio Hearn (1850-1904)、B。H。 Chamberlain 

(1850-1935)、Paul Louis Couchoud (1879-1950) 等人。

至二十世紀前半，才有有系統的介紹到西洋，如：Harold 

Henderson (1889-1974)、R·H·Blyth (1898-1954)等

人，不過真正在外國流傳是在二戰結束以後。 

 15）「世界俳句」: 

   俳句既已國際化，各國或以各種語言來吟詠各自語言

的俳句，俳句顯然已變成世界的俳句，就是「世界俳句」，

那麼世界俳句吟詠應該有什麼規範或規矩或條件呢？大家

對於日本傳統俳句的條件都已很清楚，就是「五七五定



型」、「季語」、「切」三個條件，每一個人都會順口說出，

另外還有「客觀寫生」、「花鳥諷詠」、「詠自然的」、「人事

須由自然衍生的」等的條件，還有不少這個不行那個不行

的說法，如水原秋櫻子的「注意六條 禁忌八條」等。那

麼把「傳統俳句」的前面 <傳統> 兩個字刪掉，只剩下

「俳句」時，是這樣嗎？我的回答是「不是」，凡是定義一

個語詞或名詞的含意時，我們需要考慮你包括的範圍是過

去的，現在的，或是未來的，還有狹義的或廣義的，上面

所舉出的三個要件是在初創這個語詞的初期一段時間由某

個人，在某個時間點所訂定出來的，所謂 <一家之言> ，

各位都知道一件事情或規定在訂定後經過時間的流程中，

會有所改變或演變的，不可能一成不變，有所改變才是正

常的，廣義的定義應有所改變，因此「俳句」一詞也一樣

地應有所改變。上舉三要件是所謂「傳統俳句」的要件，

「俳句」一詞的改變，則應包括傳統俳句之後所演變出來

的所有俳句形式條件的定義在裡面，或曰「無季」，或曰

「自由律」，或曰「三行詩」等等，只要符合俳句的基本條

件「最短」、「有詩情」、「有餘韻」、「有留白給讀者有各自

鑑賞的餘地」、俳句的完成應由詠者和讀者一起來做等最重

要的條件就可以歸納在「俳句」的定義中，可不要忘記最

重要的 <短得不能再短> 的 <短>，即使是「無季」、「自由

律」，或「三行詩」如果不短就失去俳句的資格，應切記芭

蕉的 <不易流行> 俳句應因應時代的變遷而有所改變，不

要墨守一家之言。 

   在外國流傳的俳句則不一定遵守十七音節的定型和季

語，而是以三行詩的短詩形態流傳，當然日本國內的傳統

俳句作者不願意承認這一種短詩為俳句，但在國外就不管



這些，以音譯的「HAIKU」，並以各國的語言來吟詠，成為

世界潮流大行其道，不過我認為維護絕對的短是不可或缺

的一項。另一方面有些日本國內的俳句界人士，不知為的

是個人聲望或政治考量，卻不管俳句最重要的基本性質，

要認定只要三行詩不管是多長就是俳句的事實。 

   在世界各國都有以其母語吟詠的俳句團隊相繼成立，

而在日本國內也逐漸有承認這些外語俳句的趨勢，但因日

本俳人對於所有語言不一定都能全部了解，因此有關其內

容性質無法把握，而常發生如上述違背俳句本質的情形發

生。在日本俳句和短歌是兩種 <涇渭分明> 的短詩，少有

詩人腳踏兩種短詩的情形。但在外語短詩的認定上，因只

採取外型規律認定，忽視本質而產生俳句、短歌不分的情

況，更使外語俳句詩人產生困惑。 

 有關漢語俳句，自 1945年後就有原精通日語俳句的作

者創造其原型，其形態和內容都符合俳句本質真髓，而之

後的中日雙方詩人也都承認 <漢俳> 的本質不同於日本俳

句，只為政治因素把兩者對應而已，卻有些日本俳人非把

漢俳認為俳句不可，導致初學者誤入歧途，這一種錯誤不

限於漢語俳句，可引申到其他外語俳句的解說。二戰後已

經七十多年，中國人到日本居住者至 2019年也已有七十多

萬人第一代甚至第二、三代都能講道地的日語了，尤其第

一代多能深解雙語，之中就有人想日俳華語化的企圖，尤

其創新留名慾是人的本性，但過慾就會竄走歧路者的出

現，這是古今中外，各學域都有的現象，無可厚非而最近

也見諸漢語俳句界，有意學習漢語俳句者要審慎為之。 

 <文語、口語>： 



早期的傳統俳句是，只准使用文語文來吟詠的，還不只如

此，日語的假名用法自二戰後文部省（教育部）規定了統

一的用法，已不再使用古語用法及戰前的用法，但俳句界

在戰後初期仍然多使用以文語文來吟詠，也使用舊假名用

法，之後漸漸承認口語文，尤其現代的日語有很多都是使

用假名拼出來的外來語，所謂假名日語，所以現在的日語

俳句以使用新假名用法及口語的為多，並且也允許使用假

名日語。這部份應該在上一項，即非傳統俳句項提出來，

但是屬於傳統俳句的非傳統形態、形式，因此另起一項做

說明。這也正說明即使是傳統俳句，也隨著時代的潮流在

演變的證據，整個世界在變，文化思想也在變，不必永遠

墨守成規。 

  【俳句的本質和世界俳句】 

   讓我們先想一想，「俳句」是詩的一種，世界上很多詩

中的一種形式，那麼為什麼在很多詩型中，單單「俳句」

會受到全世界各種語言的青睞，而流傳到全世界的所有語

言中，其原因可能是因其短小、簡單而容易吟詠的關係

吧。可是我發覺在台灣或中國有很多人，尤其是習慣吟詠

現代詩的人，初學時很難進入情況，難於把握俳句的本質

而要吟詠 <漢俳> 當做 <俳句>，因為 <漢俳> 模仿日俳外

型的 17音，因此日俳和漢俳的同質性只在其音調而已，而

如前述日俳的 17音的資訊量約等於漢語俳句 10個音的資

訊量，因此 17音的漢語短詩資訊量可以包含容易吟詠完整

的敘情詩，卻不合於俳句短的本質和瞬間感動的特性。<漢

俳> 的資訊量和內容可以說是與日本的 <短歌> 相仿，而



在日本 <俳句> 和 <短歌> 是涇渭分明互不侵犯的兩種短

詩。 

   說容易吟詠，實際上連小學生都會吟詠，只是內容的

淺易、深奧有別而已。因形式上沒有太多的繁雜的規定，

小學生也可以使用最簡單的辭彙語句，吟詠平常生活的所

遇所見，而大人則大可以根據其不同的人生經驗和其天生

的感性靈度，來吟詠不同深奧度的俳句或做解讀鑑賞。 

以中國為例，五四新文化運動後，因白話文運動而使難懂

的古詩退讓，白話詩和自由律詩獲得全民的青睞取而代之

風行多時，不過幾十年下來，終因口語自由律詩詩人的飛

躍式（跳躍式）感性和連想力，反而使一般人難懂而漸漸

失去興趣和信心，使詩吟這一行離一般大眾越走越遠，以

致使詩吟淪落到現況。飛躍式感性也許是感性豐富的詩人

的特性，但不一定適合於一般人，因此對一般大眾來說，

即物性、即景性的直接感性加上直敘性的敘景、敘事或抒

情方式較適合，這種思維很可能也適應在俳句的吟詠上。

因此即使是自由律的開放性俳句，如果過於講求飛躍性或

高度感性的作品時，是屬於有詩人特殊感性的，一部份人

的特權，可能難於獲得一般大眾的同感而終成為屬於少數

特殊感性的族群的玩物。 

   好吧，讓我們回到本題上。從以上的說明，各位瞭解

到「俳句」的始祖是「連句」，而「俳句」這個名詞是離今

日一百多年前，在明治時代中期，才由俳聖子規命名設立

規範而成的，而其原形則成形於約四百多年前的芭蕉，但

芭蕉並沒有為其定下名稱。因此承繼子規為俳句始祖的大

多數俳句作家（俳人），視子規的約束規範為俳句作品的金

科玉律，因此五七五定型、季語、切字成為所謂傳統俳句



的聖經。在日本，傳統俳句的堅決擁護者的認知裡，如果

不符合於這三種規定的俳句，甚至缺少其中一個條件，即

使是以日語吟詠而已被大眾接受為「名句」、「秀句」的作

品都不能被承認為「俳句」的情形存在。其實子規並沒有

那麼嚴厲的規範或金科玉律，是後人做出來的規範，詳情

請讀子規的 <俳諧大要>。 

   因為在日本俳句界，自從高濱虛子掌握子規之後的俳

句界的霸權，形成了《季題中心主義》的咒縛之後，也就

是成為好像現在流行的俳句界 <大眾迎合主義> 

(populism)，上舉三個約定加上這些虛子所提倡的「客觀

寫生、花鳥諷詠」成為吟詠俳句的規範條例，一直稱霸俳

句界至現在，在這種情況下，讓我們不得不懷疑，使用其

他語言的俳句能夠存在的可能性。 

   但是使用外國語言的俳句，也確實盛行於世界文學界

和詩歌界已有一百多年了，而連在美國的小學課本上都有

教英語俳句（HAIKU）的正課的情況下，在俳句的原創國日

本，仍然有一些人願意捨棄這個民族文化的殊榮，而固執

拘泥於所謂的傳統俳句才能算「俳句」的觀念，百思不得

解釋。 

   可是當我們想到，這些束縛都是「人為」的，也就是

說可以改變或蛻變的情況之下，我們捨得要排斥這些「世

界俳句」於「俳句」之外嗎？並且進一步考慮到，這種發

展情況是子規沒有預期到的，我們也不得不懷疑這一種結

果，是否確實為子規企圖改革俳句的原有意圖展望嗎？傳

統俳句的觀念，絕不可能跟已國際化的俳句的事實來共存

共榮嗎？雖然國際上的部分人士認為三行詩就是俳句我可

不能認同，即使有日本本國的俳句學者也為自己所主持的



俳句團隊的方便贊成。我想，如果不是子規不幸那麼短

命，而能有跟一般人同樣的平均壽命的話，以子規的聰穎

而充滿革新的個性，誰敢說子規絕對會終身堅守他的三個

約束規範，而絕不會有所改變呢？ 

   最近又有今泉恂之介的新書《子規究竟埋葬了什

麼？》（2011·9）中提到「子規認為蕪村、一茶之後，江

戶時代末期到明治時代中期，沒有一個出色的俳人，而在

此期間的俳句作品都是「月並、陳腐」（平庸、陳腐）」的

說法是錯誤的。他舉出了幾位此期間的著名俳人的不少優

秀作品，也找出子規遺落的另一俳句名手井上井月及其作

品，指出子規的錯誤，如此舉證說明連俳聖子規都會失誤

而做出這一種錯誤的事實；又指出，後人市川一男於 1975

年曾在其著作《近代俳句之曙》中，已指出上舉事實時，

卻因其提倡無季、自由律、口語體俳句而受所謂傳統派時

代大環境的排斥而被忽略不顧，我們不得不承認墨守成規

所造成的不幸，另外也有人提出子規的所謂「月並、陳

腐」的俳句真地那麼不上道嗎？是否有必要重新檢討的說

法。當我們看到，今年（2011年）諾貝爾文學講的得獎人

托瑪斯．特蘭斯特羅姆（Tomas Transtoromer）擅長吟詠

的短詩正是俳句型短詩 (HAIKU) 的詩人時，我們又做何感

想？ 

   此刻讓我們冷靜下來想一想關於「俳句」的起源、本

質和演變史時，也許對整個情勢的理解會有一些幫忙。 

讓我們先來想一想，究竟「俳句」是怎樣定義的？一：「俳

句」是一種所有世界語言中最短的詩，二：「俳句」的本質

是儘量以最短的幾句辭彙把瞬間的感動吟詠表達出來，

三：再來既然「俳句」是詩的一種則應該具有音樂性，不



然與散文怎麼做區分呢？四：「俳句」留有「餘韻」，讓讀

者陶醉在餘音繞梁的詩境中，和「留白」讓讀者有屬於自

己的詩情、詩意去徘徊、享受。

   好吧，第一項，除了硬要在雞蛋裡挑骨頭，這一項是

沒有爭議的，第二項也不會有人反對吧，第三項也許就有

人會提出一些問題。 

   所謂音樂性就要考慮到節奏性、押韻（頭韻、腳韻）、

悅耳、順口等問題。日語是平鋪、音音等長度的「等時

性」語言，沒有華語所有的「韻律」和「聲調」，又沒有西

洋語言的明顯的「強音」、「弱音」（accent）的節奏。再

者，日語中的節奏（rhythm）的算法在音韻學上跟西語的

音節（syllable）稍有不同，是以節拍（短音節；mora）

來表達節奏。節拍和音節相似而不同，是以拍子來算，日

語中一個假名（音）為一節拍，而以五和七個節拍最順口

而悅耳，而七又可再細分為三和四節拍，這個剛好與和唐

詩的五言、七言的音節節奏吻合，所以「俳句」以「五七

五」十七節拍，而日本短歌則以「五七五七七」三十一節

拍作為其定型節奏是可以理解的。另外日語裡有促音、長

音等之分，這些都以兩個節拍算，還有拗音則算一個節

拍，而「撥音」(syllabic nasal) 也算一個節拍，因此日

語不可拘泥於音節，而應以節拍（mora）（短音節）作為依

據，才能更接近符合日語的悅耳順口的節奏。況且在日本

和中國的詩歌裡，都有每一首或句的詩歌自有的不同的韻

律稱為「內在律」，因此不必過於拘泥於外在律的形式。 

其實，我認為一句「俳句」或「詩詞」，只要讀或唸起來不

詰屈聱牙而順口，且有其本身的「內在律」時，就應該是

具有音樂性，有押韻、對應等更佳，但至於「過於複雜」



的平仄規定則可能有排拒一般大眾於門外之虞。「平仄」之

分對於一個以漢語為母語的人並無多大困難，但過於複雜

的「平仄」之規約，比起簡單的「不詰屈聱牙而順口」，對

於一般大眾而言感覺不出有多大的音樂性。  

   至於有關上提的傳統俳句的三個約束規範來說，五七

五定型是音樂性節奏的問題，在外國語言，其音樂性不可

能與日語的音樂性完全相同，但各語言必有最適合各語言

的悅耳節奏或音樂性，因此就各語言的悅耳節奏來配合即

可。也有人說日本人的七五律是由於日本人是自海外過來

的民族而七五律剛好是划船的韻律，中國人喜歡將七五律

歸源於中國的五絕七律，我沒有音樂細胞無能判斷，但不

管來源為何，幾千年不變的事實擺在眼前只好接受。 

   有關「季語」已經有很多文獻討論過了，在日本從最

北的北海道到九州的鹿兒島甚至到沖繩列島，其氣候和動

植物種類習性之不同不必再贅言，總不能仿效統一日本標

準語時，硬性規定以東京的語言為標準語的作為來做硬性

規定，據說氣候是以當時的日本古都 <京都> 為準，何況

世界各地氣候迥然不同，寒帶、溫帶、亞熱帶、熱帶地區

的氣候，大自然現象、事物徹底不同，還有南北半球等

等，因此不可能照單沿襲下來。「季語」本來是「俳句」的

祖宗「連句」的「發句」的問候語。日本人相遇時，或在

書信的開頭，可以說必定以季節的問候語開始，這是日本

人的生活習慣。但是，問候語在英語就不同了，是「How 

do you do?」、「How are you?」，在中國是「你好？」，不

過這「你好？」也是新時代的造語，從前就沒有了，在台

灣「吃飽未？」（吃過飯了嗎？）是見面時一般的問候語。

因此，日本俳句必須要有季語是可以理解的，但對外國人



來說，因習慣的不同，無法理解或會意，因而產生困擾，

不過屬於地方性的季語也有其生存的當然性或需要性，但

只能侷限在地方性的一區域來會意、享用。因此日本俳句

的 <季語> 就留給日本俳句專用，外國作者可以忽視。 

   至於「切」字，是表示文章的段落，是日語語法中的

一種表示法，而各種語言有各種語言的表示文章段落的方

法，所以使用各語言的文章段落的方法就可以了，並不成

為問題。 

   至於《季題中心主義》、《客觀寫生》、《花鳥諷詠》等

束縛是由某一個人主張的規矩，並不能因此而限制整個兒

「俳句」的發展，猶如任何一件事物都會有創始和發展，

而某一個人的主張並不能限制或遏制任何一件事物的發

展，是侷限在小範圍的內規，同樣所謂傳統「俳句」的任

何限制只能限制在其中某一派系內的發展，也就是內規，

不能用來限制整個「俳句」的發展。 

   「餘韻」、「留白」是「俳句」的另一特性，尤其是

「留白」。「俳句」是短得不能再短的詩，而在一句十七個

音節中的俳句中，不可能把詩情完全詠完，因此留一些空

白讓讀者去想像且補全，這就是「俳句」獨有的特性，讓

讀者根據自己的經驗、詩情儘管各自去自由享受、發揮，

所以「俳句」的詩情因各人的鑑賞的不同而異，也就是因

個人的人生經驗的不同而異，也是一般所稱，俳句是詠者

與讀者一起來吟詠才成的，這是在別的詩型看不到的特

性，「俳句」之所以為「俳句」之原因所在。 

   我們尊重也欣賞「傳統俳句」的約束規範，但這些終

歸是屬於所謂的傳統俳句幫派的內規，在幫派內可以規

範，但總不能用來限制整個俳句界的發展，只要符合俳句



的本質就是「俳句」，不管使用哪一種方式或語言都可以，

所以只要是各種語言中的最短的，儘量縮短凝縮到不可能

再短，並表示反應瞬間的感動，而有留白能讓讀者隨意自

我鑑賞，不管主動的、被動的，詠大自然的、或人事、社

會性的詩吟，都是，也就是「俳句」。所以各種語言有各種

語言的俳句形式，如日本的「五七五」、拼音文字的「三行

詩」、漢語的「漢語俳句」等等。 

   看看這一百年來的日本俳句的演變，最主要的「定

型、有季」兩項中，五七五定型雖然有向自由律的發展，

但俳句終歸是詩的一種，而定型是詩歌節奏的最基本項，

而且五七五調，又似是日語的最悅耳的語調節奏，所以雖

然有向自由律方向的發展，但仍能一直保持下來少有改

變，至於季語雖然是俳句創始的特殊基本要項，則並非絕

不可無，因而也就有了無季也可以的思維，還可以採用與

季語等同視之的 <基語> 即 key word，如台灣的 <二二八

> 、<白色恐怖>、 <七娘媽生>，日本的 <五一五>、 <終

戰日>、<芭蕉忌>等等來表達文化上的共同記憶，以補償俳

句的過短的內容，而實質內容則有朝向，將俳句和川柳的

內容難分者稱為「俳柳」或「柳俳」或更明顯的稱為「五

七五定型」的趨向。 

   我在前面說過，「漢俳」不是「俳句」，其理由在於只

為了符合日本傳統俳句的五七五定型，而沒有考慮到日語

和華語的一個音節所包含的資訊量的不同，以致疏忽了俳

句最重要的的短小而致不夠凝縮，所以只能說是一種新型

的漢詩，是現代漢詩的一種，不能說是「俳句」的理由，

另外有更詳細的解說。 



   上面所談到的是，有關使用語言和形式的問題。接下

來我們也必須談到俳句的內容的問題。簡單地說，是不必

限制在「客觀寫生／花鳥諷詠」的意思，也就是說，俳句

吟詠的內容不管主觀客觀、自然寫生、社會人事、論理、

倫理都可以吟詠，詩詞既然是人的思維一定有人的主觀的

成分的存在。 

   總結以上的想法，「俳句」是世界各種語言的最短而凝

縮到不能再凝縮的，且有留白給讀者自行鑑賞的詩，可以

使用各種語言來吟詠，而各語言可以有其獨特的句型，

如：「三行詩」、「漢語俳句」等，但絕不可忘記其絕對 <短

> 的特性，排除一切可以排除的詞彙。而至於其內容可包

括主觀客觀、自然寫生、社會人事、論理、倫理等人類生

活所能遇到的一切事物人情。 

   「俳句」一詞可以留給日語俳句以示尊重，且包括

「傳統」、「無季」、「自由律」、「社會性」、「人間探求性」、

「俳柳」等等不同形式，而「傳統俳句」則專留給主張保

留虛子三原則的俳句，是「俳句」項下的次分類，與「無

季」、「自由律」、「社會性」、「人間探求性」、「俳柳」等同

層級。  

   接著下來，讓我們來詳細了解俳句在日本國內的發展

情況，這樣能夠更加理解上述的道理。 

   我們來看看，現在日本俳句界的情況。日本的現有的

俳句人口，有人稱為有一千萬，有人說，是一百萬，這些

都沒有正式的統計，不過一般大眾中，俳句的盛行是不可

否認的。從前俳句被認為是退休人員或老人打發時間的閒

聊作為，但近幾十年來男女老少都盛行俳句，社會到處有

俳句聚會團體，小學、中學、高等學校都有俳句課，也時



常舉行比賽，除此之外近幾年來，因資訊技術的普遍化也

興起了不少網路俳句會的活動。 

   在日本，社會上俳句團體的聚會叫做「結社」，不過這

些結社很多都是具有傳統色彩，而是師徒制的收規費的團

隊，主持人及 <主宰> 是靠結社維持其生計，而且有夫

妻、親子或師弟相傳的世襲傾向，而大概都是墨守上述三

條件的傳統俳句，當然也有不屬於傳統俳句的結社。不

過，如果讓我們再詳細看看傳統俳句結社的俳人所發表的

作品內容時，有一半以上的句子，雖然有顧慮到季語、定

型、切字三要件，而資深同仁在集會上的「批講」時，都

專心在數上五、中七、下五的定型，一直在嚷嚷破調或有

無季語，但至於客觀寫生似有所忽略，絕大部份的句子都

在詠誦主觀的感受，也不一定是在描寫純粹的景色，可以

說完全脫離了傳統俳句的客觀寫生的主張。我所要講的

是，不是主觀的俳句不好，而是這些人口頭禪是滿口的客

觀寫生而實在吟詠的是主觀的句子的事實而已。 

   放眼看看新近發表的年輕人的俳句集，更進一步看看

網路上的俳句，雖然不少是固守三要件，可是不但詠誦主

觀性感受的占多，還有不少是自由律或所謂無季的句子，

並且一時很難了解其意的也不少，就是所謂難懂的句子。

在昭和初期也有難懂派俳人所詠誦的句子，如：中村草田

男、石田波郷、加藤楸邨等人「人間探求派」的句子，表

示這並不是始於現今，但有些佔據結社要津的古董老俳

人，一定要說違反三要件或他們看不懂就不是俳句的想

法，使一些年輕人卻步，不敢再涉足俳句詠誦。 

   如果一定要說非守「定型」、「季語」的約束不可，石

倉氏的部落格上有關於子規的《俳句分類》的內容記載



說：「子規將江戶時代的俳諧 12萬句加以分類成甲乙丙丁

四類，甲類是以季語分類佔最多，其中感到最有興趣的

是，子規並沒有把 18字的句子說是「字多」，而認為是另

一種形式，分類為「三三七五」的句子，作成記錄。既然

子規沒有重視字多或少的問題，石倉氏提出，究竟誰把

「字多」或「破調」弄成為問題就有疑問了。石倉氏又

說，如果只著眼甲類就是虛子的有季定型，如果著眼乙類

和丙類就會看到碧梧桐的無季自由律，這些自由律的句子

依據子規的分類，依句讀而可以有各自的形式，可見在子

規的認知中有，無季、自由律的存在。」 

   有關傳統俳句結社的種種惡習，早在十多年前，在網

路上就可看到論客中川廣等人有所責難撻伐，並批評比喻

這些結社為如同插花道、茶道等的匠藝技巧，並不具有文

學本質。雖然中川氏對於虛子的責難過於直接苛責，須有

進一步討論的必要，但是所舉結社的事實和內幕情況是很

多人實際感受到的，值得俳句界反省。另外，關於虛子的

「客觀寫生」的主張、也有秋尾敏氏、石倉秀樹氏等說那

不是虛子的真意的說法。 

   再看，日本俳句在一戰後就傳至西洋各國，而在二次

大戰後，加速快速擴展到各種語言中，同時在日本國內也

繼續在蛻變，說真的，詳讀日本俳句史就知道這些蛻變，

在俳聖子規一百多年前，訂定俳句的定義規範後就早已開

始，不過時常在俳壇上熱鬧一陣子，似乎就過去了。回顧

俳句界名家留下來，而為社會上所接受的所謂名句、秀句

中，可注意到，很多都是不符合所謂傳統俳句的句子。近

來，非傳統的趨勢，又在一些年輕人的開拓下慢慢創出一

片新天地，只是在傳統俳句結社的環視下雖然進展較慢，



但自從網際網路普遍後，資訊來源豐碩快速，知識的傳開

也加快，再者，有夏石番矢教授等一批人已成功地將俳句

開拓發展到世界各國，設有國際性組織的 「世界俳句協

會」( World Haiku Association)(2000年)，也設有網

站，而在日本和世界各國定期開俳句大會，兩年在世界各

國舉行一次，2011年九月在東京與第二次東京詩歌祭合併

舉行第六次大會，雖然受 311日本東日本大震災及核電廠

事件的影響仍有三十六國的詩人參加。該協會每年出刊

「世界俳句會刊」一冊，至今 (2011) 已出刊八冊，如

『世界俳句 2011 第 7號』（World Haiku 2011 No。7），內

容共 240多頁，有全球 41個國家 181位詩人的 522句俳

句，7個國家 15人的 15個俳畫，6篇俳論，還有日本和紐

西蘭的 24句兒童俳句（如附圖），尤其最特別的是每句俳

句都有作者母語的原文再加上英語和日語的翻譯，都是由

專家所翻譯的，包括日語、英語、華語、台語、德語、法

語、立陶宛語、義大利語、蘇拉夫語、俄羅斯語、蒙古

語、葡萄亞語、印度語、克羅埃西亞語、羅馬尼亞語、匈

牙利語、………等等語言。『2012年第 8號』的內容共 227

頁，有全球 37國家，151位詩人共 445句俳句，8個國家

15人的俳畫，6篇俳論加上紐西欄和日本的兒童俳句。如

同 2011年，都以母語及日語或英語方式排版。 

   不過這一派組織也顯露出一些缺點，就是將三行詩全

認定為俳句而不顧俳句的最重要要項的短，而在俳句年會

中，將所有的三行詩如已經明顯屬於短歌的漢俳也收進

去，以致已被中日兩國詩人認定屬於短歌的漢俳的定位產

生混淆，更使漢語俳句的初學者對於俳句的本質的認識造

成困難。我再三提醒，俳句和短歌在創始國的日本是涇渭



分明的兩種短詩，而吟詠的詩人也各守分際少有人是跨兩

邊的。其實這個學會以 <世界俳句協會> 名義開會，但其

內容卻包括所有的短詩型詩詞，使參加者誤以為這些短詩

都是 <俳句>，尤其使同樣使用漢字吟詠的漢字文化圈(中

國、台灣、世界各的的華僑)的詩人更加深信無疑，以為獲

參加的作品都是 <俳句>，況且主其事者為世界頗具名望的

俳句學者(雖然是自由律)更使一般人相信，更使誤會加

深，我猜不出主其事者的真正原因，只有困惑而已。 

   此外，有「國際俳句交流協會」的組織在日本三大俳

句組織「現代俳句協會」、「俳人協會」、「日本傳統俳句協

會」的支援下在 1989年成立，作為國內外俳句界交流的窗

口，同時也成為上舉三協會的交流場所，設有自己的網站

「HIA; Haiku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世界俳句界，包括日本在內，已不再拘泥於傳統俳句的三

大規範，季語、五七五音節、切字以及客觀寫生，而著重

於俳句的本質的短小和留白，不再忍受結社主宰如玩盆栽

或庭院式盆景般，恣意玩弄文字辭句遊戲，但在日本國內

外仍有不少人（尤其不會操作電腦的高齡群）不知俳句界

已跟著時代在變動的全貌，繼續做無理的頑抗。 

 可是俳句以「HAIKU」之名稱被世界文壇所認同，也已

超過一百多年了，這事實的存在，是否與這些守舊族群的

思維之間，有產生矛盾或有難於理解的地方，值得大家共

同來加以思考。「俳句」、「HAIKU」的本質是？而「漢字文

化圈」中的「漢語/漢字俳句」的位置又應該是如何？還有

範圍呢？ 

   好吧，暫且不管它。我想，現在要否定俳句是詩的人

應該是沒有了吧，但是稍早以前（1946）桑原武夫氏將俳



句批評做「第二藝術」，因而引起了一陣騷動。俳句結社的

主持者，老師的絕對性權威和流派的獨裁專制式的玩弄語

詞，仍然繼續存在的事實，才是問題的所在。 

   再者，「俳句」和「川柳」之關係是如何呢？山本健吉

氏在「何謂俳句？（角川文庫）」之中這樣寫著：俳句的本

質是「問候、滑稽、即興」，但是在現今的俳句選集中很少

看到子規、虛子等人所吟詠的滑稽性俳句。滑稽好像是被

劃入川柳的地盤。且說，既然要吟詠人生全盤的感動，則

有需要區別俳句和川柳的必要嗎？暫且不說極端的諷刺、

挖苦的川柳，跟俳句相似的川柳，或跟川柳相似的俳句，

都有人吟詠的現在，有必要再區分俳句和川柳嗎？另外說

到「即興」就會想到俳句的「瞬間的感動」的本質，這麼

樣，俳句結社的老師們或前輩們，有需要再把語詞像玩弄

盆栽般往自己喜歡的樣子玩弄嗎？這有什麼意思嗎？其實

世界萬事都會跟著時代變遷，這樣的情況不久就會自然而

然地消失掉，不必要我們來操心。 

   鷹羽狩行氏除了在日本所作的俳句外，分別稱「海外

俳句」－在海外旅行或吟行時所作的俳句，「在外吟」－駐

在外國時所吟詠的俳句，「海外ハイク」－外國人以其母語

所作的俳句，更把「海外ハイク」再分為「英俳」、「漢

俳」等。真地有這一種需要嗎？ 

   現在，我只想談經過一百年時間將成為「世界的俳

句」，不，已成為「世界的俳句」的俳句。那麼究竟什麼是

「世界的俳句」呢？ 

所謂「世界的俳句」是使用各種語言、而以合於上面所提

的條件、來吟詠的短詩。 當外國人發問，發源於日本的俳

句的本質是什麼的時候，日本俳人的回答總是以「俳句」



﹦「傳統俳句」為主流，而無「季語」又不是「客觀寫

生」的俳句，則被認為不是俳句。不過這兩個條件對於外

國人來說，是難解的，而且不被認為是必須的條件。而在

日本，也有人不認為「季語」和「客觀寫生」是「俳句」

必須的條件。事實是，芭蕉以降，命名「俳句」一詞的子

規，以及其弟子們，以及昭和初期、二次大戰後中的新興

俳句的作者，戰後的昭和後期、現在的平成年代的很多俳

人們吟詠而留下了不少「非定型」、「無季」、也非「客觀寫

生」而是吟詠「人情義理」的名句、秀句，何況連提倡

「客觀寫生」的虛子，都被認為所謂的「客觀寫生」也只

是虛子，為了要推廣俳句給一般大眾之方便之策略方法，

而並非其本意的說法，傳言於坊間。這個說法的可信性，

以其在「第二藝術論」的論戰四年後，留下的一句：「去年

今年貫く棒の如きもの」的論理名句，做為證據。此句於

2010年左右有一年輕主婦在網路上以 <當我讀到此句時突

然覺得耳朵突然熱紅起來> 的投稿，這也證實 <俳句是吟

者與讀者的共作品也就是讀者的感受因人而異> 的實證。

市井上，奉承「傳統俳句」的俳句老師們、主持人們，是

否果真了解俳句真實的本質嗎？ 

   不是「和歌」也不是「連歌」，而是「俳句」被世界最

接受一定有其原因。而且我相信，許多俳句老師們應該在

不知不覺中，如子規之後的知名俳人，吟詠了不少無季或

論理的名句、秀句。 

   俳句在本質上應該含有水墨畫的留白，也可能需有鈴

木大拙所說的禪的思考。坦白說，是否這兩個要素就是造

成俳句擴展到世界的重要原因嗎？視覺的感動確實能飛躍

到哲學的思考，但是其他感覺感受就不行嗎？吟而留白，



留給讀者能以符合於只能由他們自己的經驗而來的感動，

來品嚐陶醉於自己的感動，這樣不是一石二鳥，不，三

鳥，五鳥乃至一百鳥等不同的感動嗎？吟者的感動和讀者

的感動，不必然是相同的。這樣子不是很好嗎？人各有不

同的人生經驗，某人經驗過的事情，別人不一定有同樣的

經驗，而同樣一件經驗，因每個人生性的不同也引起不同

的感受，有人連一隻螞蟻都不敢殺，有人殺人如殺螞蟻，

因此某人所吟詠的俳句，別人不一定會理解。尤其俱有特

優的感覺的人或有過特殊經驗的人的感動，別人是無法理

解的，因此除非有特別的根據，絕對不要隨便批評別人的

俳句或詩詞，也不要介意他人的批評，甚至老師所說的或

其增刪，除了基本事項以外也不必去理會。 

   常會碰到吟詠俳句已有三、四十年經歷的人，只為在

俳句會的得分不高而灰心，我倒不認為有這個必要。譬如

在電視上的俳句節目，可以看到因主持人的不同，選句的

方法依據、或著眼點有所不同。某一主持人所選的秀句，

別的主持人不一定認為是秀句，而較正直坦白的主持人，

會坦白的說，某某主持人會選取我不會選的這一句。在報

紙雜誌上的俳句欄如果有三四位評選人時，評選的結果幾

乎沒有一個同時選上的。可見對於俳句的鑑賞因人而異。 

在台灣仍然在維持日語俳句會而稍有規模的只有黃靈芝氏

的「台北俳句會」，去年剛慶祝過四十週年，其他還有一、

兩個小型私人俳句會或日本的分會。黃氏本身具有藝術、

文學的天才自不待言，以其五十多年的日語俳句才識，每

月對於門下弟子的俳句仔細的批評解釋，自然不是一般主

宰所能比擬，弟子們所獲頗多。他是屬於傳統俳句派的，

當然批評的依據是傳統派的，但是他卻深知結社的優缺



點，對於弟子們的人性、習性知之甚詳，如對於弟子中有

人對於結社刊物的姓名排名有意見，要依資歷之高低排序

時，他做出適可而止的調整，但讀者卻看不出；最近有日

人刊物提出每月提出十句俳句以便介紹給其讀者的要求

時，他便向弟子們提問應如何選這十句句子，他說：「1。 

誰來選？，2。 選哪些句子？這樣會出一些問題，因為選

的人不同，選出來的句子就不同，因為選者有選者個人的

主張，因此同一個人選的時候，被選的作者可能有限，侷

限在那幾個人，因此就變成，外人看來台北俳句會就只有

那麼幾個人，如果選「高點句」，「高點句」只不過是表示

那個句子有人氣或有過跟他同樣經驗或感受的人多而已，

並不代表是好句子，該刊物的讀者就以為台北俳句會的程

度也不過如此而已，好比選大總統，看選出的總統就知道

該國國民的水準一樣」。由黃氏提出的問題就知道黃氏不只

具有文學藝術才能，對社會、結社、人性的認知之深，所

以筆者也常常勸年輕人或初學者，在俳句會不必太介意有

多少人選你的句子，有可能你的句子是曲高和寡。初參加

俳句會的人有自信就不必氣餒，慢慢觀察別人的句子就會

了解句子的好壞，吟詠出好句子，年資高不一定是高手，

可能永遠是食古不化，停在起點而不自覺。 

(補記-2017-05-17) 黃靈芝主宰不幸已於 2016年 3月 12

日仙逝。我以往談過黃主宰多次，說是一位難得的藝術、

文學的天才，理所當然對於日語俳句的了解也是精深透

徹，但我一直不可理解的是，這麼一位大師為何以頗有爭

議的舊有方式主持一個俳句結社四五十年之久而無所改

變。這個疑問在黃師去世前半年所出版的 <小說集> 中的

唯一未曾發表過的文章得到解答，標題是 <俳句自選百句



>，編著者下岡氏只簡單註明評釋說是 <黃氏文藝活動的一

個終結環節的位置。 雖然絕不能說是很容易了解的句子， 

但放在句子前面的 (序) 裡， 把將及 60年的句作所培養

出來的黃氏的 <俳句觀> 很平易地加以說明， 是必讀的文

章>。 可是，讓我驚訝的是在 (序) 的開頭黃氏所敘述的

一段話 <由這些作品應該可以了解我並不一定臣服於「575

定型」， 也沒有成為「季語」的俘虜。 繼而說俳句的定義

是最短的詩， 並且說那短是說不但語詞少而內容也少的意

思。繼而又強調黃氏從前的 <俳句相撲說> 主張， 並且例

舉在中國甲骨文裡出現的卜辭的一詞 <九日甲寅 不酒 雨> 

為例說明俳句的理念在三千數百年前的中國殷朝時就已存

在的事實。並且就在俳句中所提起的 <詩，寫生， 節律， 

季語> 早期則須左之男命， 而近代以後則以尾崎放哉， 

中村草田男之句子為例加以說明， 也言及到中國的毛詩及

漢詩。 

而且在最後以 <想再加一句。 五七五不是定義。 而在同

屬文藝界的小說世界不但不會被定型所綁住束縛， 反而不

是以一作一作風為榮嗎 ? > 作為結束。 

   真的是晴天霹靂， 我一直相信黃氏是百分之百的所謂

傳統俳句的擁護者及主宰， 不， 不只是我， 俳句會的幾

乎是全部同仁都如此相信。 老實說會員中也有很多人不知

道在所謂的傳統俳句外還有其他俳句的人。再重複一次真

是青天霹靂，我到看到這一篇文章前一直相信黃靈芝師是

百分之百的傳統俳句的擁護者，且是傳統俳句結社的主

宰，不!，不只我，俳句會的全體成員都一直如此相信。我

終於放下了心頭的一個石頭，台灣唯一的日語俳句會的主

宰又是我所尊敬的俳句老師瞭解俳句的真髓，並沒有被那



狹窄的一個人所主張的傳統俳句所束縛。而黃師 50年來壓

抑自己的才能讓弟子們享受一般大眾所趨向的所謂的傳統

俳句，真是自我犧牲的一代俳句大師，不過很遺憾的是至

今還有不少弟子未曾讀過，或甚至讀過大師的遺囑仍不知

老師對於俳句的造詣之深及真與心血。<嗚呼哀哉!!> 

   「俳句的瞬間」、「瞬間的感動」，要把這些使用最短的

音節表達出來是俳句的本質真髓，所以比固執「有季」更

重要。「有季」本來的目的，是在於求以短的季語達到含蓄

更多的意涵，因此如果有能代替如同季語的作用的關鍵詞

（keyword）存在時，季語就有其必要嗎? 不過有了也一點

都不會有阻礙，並且是一種特殊情況（類型）的俳句。 

   以上提出關於俳句的現況和疑問多點，除非能解決這

些問題，日本的俳句將會永遠停留在現時的情況而世界的

俳句也會在原地踏步。既然大家已使用世界各種不同的語

言來吟詠俳句，其中必定有其同質性的地方，不要被既存

的俳句的認知所綁住，讓我們共同從俳句的本質，跟其所

以被所有的語言所接受的事實，來找出世界俳句的定義。 

俳句起源於日本，俳句的本質，日本人責無旁貸應該積極

去探究，並珍惜它才對。 

【日本的俳句團隊】 

日本的全國性俳句團隊有三個，「現代俳句協會」、「俳人協

會」和「日本傳統俳句協會」。其中「現代俳句協會」最久

而最大，二戰後於 1947年由石田波鄉、神田秀夫和西東三

鬼等人為中心所創立，並創刊「俳句藝術」。初創時會員只

有 38人，要入會也相當困難，現在約有會員 10，000多



人，現在的會長為宇多喜代子，名譽會長為金子兜太，現

在發行月刊會刊「現代俳句」，並設有現代俳句大賞、現代

俳句協会賞、現代俳句新人賞、現代俳句評論賞等各獎。

雖然於 1961年因傳統派與改革派之間發生爭執，當時的幹

事長中村草田男率傳統派出走，另設立主張「有季定型」

的「俳人協會」，由留下來的傳統派加上無季派和自由律派

等整合成綜合俳句團隊，共同努力維持會務的經營至今。

後來於 1987年又有與兩會保持距離的虛子的「ホトトギ

ス」系人馬，另設立「日本傳統俳句協會」奉承「花鳥諷

詠」，而使日本的三大俳句團隊鼎力而成，各自發展至今。 

「現代俳句協會」：

https://www.gendaihaiku.gr.jp/index.shtml 

「俳人協會」：http://www.haijinkyokai.jp/  

「日本傳統俳句協會」：http://haiku.jp/   

《世界俳句實例》 

(1) 

˙銀杏散る帰宅の道に影長し  （日） 

˙倒轉厝 銀杏路頂 人影長    （台） 

˙回家路 銀杏葉上 影子長    （華） 

˙Ginkgo leaves    (英） 

 fall on the pathway home – 

  and here， my long shadow 

(2) 

˙リストラのわが指抜けゆく赤蜻蛉  （日） 

˙紅田蠳 溜走失業 我指頭    （台） 

˙紅蜻蜓 溜走失業 我指尖  （華） 

https://www.gendaihaiku.gr.jp/index.shtml
http://www.haijinkyokai.jp/
http://haiku.jp/


˙Unemployment  （英） 

  slips through my fingers: 

  red dragonfly  

(3) 

˙認知症ほんまの笑顔や新年会  （日） 

˙失智症 真心笑面 新年會    （台） 

˙失智症 真心笑臉 新年會    （華） 

˙Dementia:    （英） 

 a real smiley face 

 at a new year’s banquet 

(4) 

˙狂人わめく我わめく我もまた  （日） 

˙痟人嚷 我亦嚷 我亦是    （台） 

˙瘋人嚷 我亦嚷 我亦是    （華） 

˙A madman shouting    （英） 

  I shout， 

 “me too!” 

(5)  

˙狂人の叫びに狂う億万人  （日） 

˙痟丌喊叫 億萬人掠狂  （台） 

˙瘋人喊叫 億萬人瘋狂  （華） 

˙A madman cries out:  （英） 

  thousands and millions 

  go mad 

 (6)  

‧ 静けさや補聴器なくてピースかな  （日）  

‧ 恬寂寂 無助聽器 誠太平  (台) 



‧ 靜寂寂 無助聽器 真太平  （華） 

‧ A calm day  （英） 

without hearing aid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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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稿於 2012-3-12; 修訂:2019-4-5) 



(Posted: Dec. 19. 2018; April 02, 2019 修訂) 

吳昭新 醫師 編著 (by Chiau-Shin NGO M.D.,Ph.D.= オー

ボー真悟 = 瞈望 ) 

   <俳句>是起源於日本的短詩，而現在已傳播到世界各國

並成為以各種語言吟詠的短詩且頗受歡迎，也許還要再加一

句是世界上最短的詩。 

   俳句雖說是詩中最容易學習的一般大眾化的短詩，就是

小學生也可以吟詠的詩歌，一面卻也有其特殊性，就是詩情

韻味可臻深奧無窮之境，甚至達到禪悟之域，真的想要能吟

詠出有深度的好句子，不但要痛下工夫，還要有天賦的才能，

方能窺其堂奧。一般來說俳句是從小孩到大人，從庶民到大

禪師到大學者大思想家都可以吟詠，也就是依個人的能力來

吟詠品賞的詩，這就是俳句能暢行於世界之原因吧。在美國

在小學就有在教，所以小學生就知道甚麼是 <HAIKU-俳句>，

只差在個人有無性而已。不過在台灣卻有不一樣的現象成為

拖延其發展的原因，甚至連大學生都還有人不知道 <俳句> 

是甚麼，而也有不少詩人覺得乾燥無味，其原因稍待在後段

有所解謎。 

   <俳句> 是日語的短詩之一，跟另一短詩，<短歌> 並駕

齊驅發展下來。 <短歌> 起初是在宮廷中貴族之間吟詠的詩，

而 <俳句> 則是由短歌延伸出來，卻是在一般庶民中流傳的

詩，而在日本本國已有近五百年的歷史。當然中間屢經許多

人的主張、討論、爭論、幫派、時代變遷、思想變動的環境

下，雖有偏頗、理解錯誤，甚至將馬涼當馮京等事項，終於



成為現在的模樣，雖然個人仍有個人的主張、看法，但大抵

相安無大事，成為眾人所喜愛的文藝體裁，但其實情卻暗藏

詭異。 

 所謂「眾人」包括：詩人、文人、各界各階層市井庶民、

中學生以至小學生，尚且以英文的「Haiku」一詞，加上近年

來網路機制的發展，現在已成為國際文壇上的時尚。 

   不過，在台灣情形稍微不同，有些跟不上時代潮流的模

樣，在 1990 年代的前半有一段時期在台灣也有些人嘗試過

使用漢語、漢字寫俳句，而在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及聯

合報的副刊上曾經熱鬧過一陣子，只是後來沒成氣候罷了。

要究其原因雖然很難確定，但我猜想很可能就是對於俳句的

本質的了解不夠清楚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又加上華語界已習

慣於自由律抒情詩的現代詩 100年，且這原因也不能全部歸

因於外國人對於日語的不了解，很有可能是由於在日本本國

內對於俳句的本質的了解的偏頗所引起，引用現在流行的一

詞彙就是因 <民粹> 而起。因為我不是語言學或文學評論家

甚至哲學家，所以我只能從一般吟詠詩歌者的立場來進行討

論。 

 這一詞彙從初出到現在，其所指或解釋因時代或不同領

域有所混淆變動含糊不清，但大致的意思為 <大眾所趨向>，

是菁英主義(Elitism) 的反義詞，在台灣一般翻譯為 <民粹

> 雖然不太好聽，但其所含韻味相當接近，本人以為是頗有

<神韻> 之譯詞，是簡短又絕妙的譯詞，日語則如一般習慣直

接以日語五十音 <片假名> 照原音表達為 <ポピュリズム

＞，而此種音譯的長處在於當原詞所指的內涵有所變動時，

跟著變動不必另做解釋或動作。 



 二戰後，日語大量採用外來語，現在日常用語以及論述用

語大致十個詞就有一個片假名外來語，以致在台灣的所謂日

語很溜的老人也鴨子聽雷，而不只在台灣，連日本本國的老

人也覺得很痛苦，因此記得十多年前，日本政府正式提出幾

十個外來語翻譯成漢字詞彙的案由，之後似乎沒有後續動作，

也許是老人一個個都走了，必要性自然消失的關係則不得而

知。日本這些外來詞都變成正港的日語的用詞，且是用正港

的日語字形寫出，不但外國人看不懂也聽不懂，而在二戰後，

這一種所謂的 <片假名日語> 還一直繼續不停地增加中，還

有所謂 <和製英語> 及其片假名語等，以及一時匆忙大量減

少漢字的使用並減少常用漢字，之後隨時代變遷反而幾次增

加常用漢字數，但在台灣卻由一些倡導使用 <白話字> 用語

的在西方國家學習語言學及台語者遇到障礙時，會錯意或者

故意，以為日語廢棄漢字使用外語，拿來做為使用四不像台

語的 <台羅> 範本 

 <俳句> 是在日本，由日本平安時代 (794-1185) 的 <和

歌> 開始，接著 <連歌>，<短連歌>，<發句>，<俳諧> 而演

變到明治時代由子規所命名的 <俳句> 為止，如此變遷而來

的日本的短詩，而且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子規把它提升到 <

文學> 的地位。但是 <俳句> 的詩型的成形可以回溯到江戶

時代 (1600-1868) 的人稱俳聖的芭蕉 (1644-1694) 時或

更早時就已存在，因此要定其起源點時雖有些難度，但是日

本俳句界大致以創始 <俳諧連歌> 的山崎宗鑑 (1465?-

1554?) 為其起源，接下來有荒木田守武，再下來有人稱貞門

派的松永貞德，談林派的西山宗因，這樣傳下來，而芭蕉則

拜貞德的弟子北村季吟為師，這時從宗鑑算來已有兩百年了。



從芭蕉到子規 (1867-1902) 又經過了兩百年，迄今又經過

100多年總共有近 500年了。 

   <俳句> 變遷的歷史，在子規將俳句提升到文學的地位

後，經河東碧梧桐、高濱虛子、荻原井泉水、尾崎放哉、種

田山頭火、中塚一碧樓、原石鼎、水原秋櫻子、山口誓子、

高野素十、吉岡禪寺洞、西東三鬼、高柳重信、住宅顯信、

等人的 <新傾向俳句>、<口語>、<自由律>、<花鳥諷詠>、<

客觀寫生>、<新興俳句>、<寫生>、<主觀客觀>、＜無季＞、

<人事>、<生活>、<論理>、<倫理>、<觀念>、<人生思考>、

<思想>、<哲學>、<俗語>、<俗諺>、<大眾化>、<世俗>、<比

喻>、<隱喻>、<換喻>、<國際化>、<蒙太奇:Montage> 等等

多方面的思考和向四方八面的分歧進行下來，而另外反向溯

源，也有如芭蕉的 <侘、寂靜>， 蕪村的 <繪畫、俗語、漢

語> 和一茶的 <一般世俗、俗語> 和井上井月的 <流浪> 等

等內容性質的不同。 

 這麼說來，<俳句> 的定義應該是有脈絡可循也很容易了

解的一件事，但實際上卻產生了很大的困饒，並且是世界性

的。 

 是怎麼說的呢? 因為現時在日本，當人們一提到俳句時，

就非得首先提到 <花鳥諷詠、客觀寫生和嚴格的五七五、切

字、季語的三約束> 不可的俳句界的 populism (民粹)? 好

像成為這是所謂 <俳句> 鐵定的規則或規範。 請大家看看

吧，就在眼前，紙本的、網路上的 <俳句入門>、<俳句作法

>、<甚麼是俳句> 等等，一談到俳句都是這樣，可見並不是

我誇大其詞，甚至到不順從的話就會興師問罪的日本人都有。

究其原因，這些都是起因於子規的重視繪畫的寫生而發現被

埋沒的蕪村，以及後來虛子為對付已佔上風的河東碧梧桐的



新傾向俳句，而主張以季語為主軸的客觀寫生大自然，說這

樣較接近日人的生活習慣，也較容易被一般大眾所接受而特

別給予提倡而來。 

 日本的俳句，自明治時代後，由 WG阿斯頓（1841-1911；

William George Aston）、拉夫卡治額˙哈恩 (1850-1904; 

Patrick Lafcadio Hearn)、BH張伯倫 (1850-1930; Basil 

Hall Chamberlain)、坡兒˙路易˙庫旭（1879-1959；Paul·

Louis Couchoud）、野口米次郎 (1875-1947; Yone Noguchi)、

易斯拉˙龐度（1885-1972; Ezra Pound）、RH布萊斯 (1898-

1964;Reginald Horace Blyth) 等人介紹到西洋，又因鈴木

大拙及布萊斯的關係乃與 <禪> 結緣，並在二十世紀初因日

人野口的介紹以及龐度的推動以意象主義 (Imagism) 流行

於西方一時，尤其在二戰後快速傳播到全球，現今以一詞，

並在漢語文化區域則以同樣的 <俳句> 的名稱成為世界的

文學而備受歡迎，這不是日本文化的榮譽是甚麼? 

 本人想不通，為了什麼還有些日本人卻要以 <俳句是日

本的獨特的詩型，外國人是不會了解而不會吟詠> 為理由，

想把這個已成為世界趨勢的事實擋住，匡囿在日本國內，做

為一個外國人的我全然無法了解，同時卻因為身為一個外國

人的好處，不必顧慮到日本俳句界的圍剿批評，以及藉由方

便自由不會受到編輯者的主見，可以自由發表自己的意見的

媒體，就是網路的出現，有提起拙見的機會，也是拙文能見

於此的緣由。 

   世界各國已經有很多人，將每天發生在身邊的生活、社

會、政治 、大自然、人事、感受、思惟等等所有現象事象，

不分主觀或客觀以三行或一行不分段或二-三段的最短方式

橫寫或直寫吟詠書寫出來，而在日本本來是直寫一行但現在



也有很多人這樣做，尤其現代電腦網路暢行人手一機，原來

的直寫都變成橫寫也被接受，也漸漸變成主流，請各位看看

各報紙、雜誌、網路上的俳句就會知道。  

 不過，讓世界上的人困惑的是，有關 <季語>，<五七五>，

跟 <切字> 這三項的約束。有不少日本人勉強使用沒有 <季

節感> 的 <季語> 或會動的 (以另外的季語也可以替代) <

季語>，而 <季語> 本來是為了要補充短短十七音無法表達

的資訊量為目的，而以跟日本人的生活習慣最有密切關係的 

<季節感> 有關的語詞 <季語> 拿來做補充用的，是很好的

構想。另有跟 <季語> 相似的詞句 <季題> 一詞，其表示的

意思跟 <季語> 難分別，可以說是一樣的，因結社的不同各

自選用，特別是 <日本傳統俳句協會> 都用 <季題> 而不用 

<季語> 以表示該句的主要季節題目。 如前述 <季語> 本來

的目的是要補充些資訊量，卻為了要加入 <季語> 以致勉強

使用沒有季節感或會動的 <季語> 的結果，使本來就已很少

的內容量更少，浪費掉。 還有，應該知道 <季語> 的內容或

因時代的變遷會有變化或不用了，也會因時代的進步發展會

有新的 <季語> 出來，同時即使是同一 <季語> 有時候也有

指不同季節等情形的困饒存在，如此不只失去本來使用季語

的目的，還會因加入無作用的季語，讓本來就已經很短的俳

句內容更減少，這不是本末顛倒嗎? 還有，要認定是否為 <

季語> 似乎就要靠是否在 <歲時記> 上面記載與否為準，那

究竟要靠誰來決定哪一句 <季語> 才算 <季語> 呢? 誰有

這個權力，矛盾重重，但是，俳句界的 populism (民粹) 卻

造成這樣的結果。 

   想想其原委，本來是虛子的好意，要對一般大眾提供或

說明，日本人最有親近感且容易吟詠的俳句形式是 <花鳥諷



詠-即大自然>，以便推動俳句，卻反過來乘著 populism (民

粹) 的聲勢，本來只是俳句的一種形式之 <花鳥諷詠>，卻

排除其他所有的俳句形式，佔據俳句本尊的地位。最可惜的

一件事是，虛子在其巨著 <俳句讀本> 中，把 <俳句是吟詠

花鳥諷詠，且有季語的五七五節律的日本特有的短詩> 這一

句話說死。 

   Populism (民粹) 並不限於俳句，是可以在社會上的各

方面都會看到的現象，很可怕的是有時候還可能引起暴動、

戰爭、革命、或大虐殺、或大屠殺的結果。說真的，如果 <

季語> 用得對，適得其所，是一種很好的工具，只是常常用

錯了地方，如匆忙在歲時記找到了一個季語就把它擺進去，

這就是實在的現狀。 

   這一種現象在心理學上或許叫做大(群)眾心理，一般而

講暴動就是這樣發生的。古今中外，統治者很方便且樂意使

用的 <洗腦> 工作也是屬於這一種類屬的心理學操作。現今

在國際上成為問題提起的 <銳實力; sharp power> 也是類

似其中的一種，而有心人也只能旁觀而已，不然連本身也會

被火燒傷、吃掉而遭殃。日本國內有上千以上的俳句結社，

各行其是互不相關，更加上有一部份不了解俳句的真髓本質

的日本人，自以為是似地，得意洋洋加以說明解說，使問題

更加複雜。真正了解俳句的本質的人則被民粹的氣勢步步逼

退，或許擔心會影響俳句結社主宰的生計，聽說不聞不問，

裝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何況不了解日本的生活習慣的外國

人，會困惑也是理所當然，實際上也偶而會遇見到，聽信被

自以為是而稍懂外語的日本人，說其似 <短歌> 的短詩為 <

俳句> 而深信不疑高興的外國人。 



   仔細想一想，確實有依靠教俳句為業而謀生計的人也是

事實，雖然很不禮貌，也有不少所謂的有閒貴婦為了虛榮或

消磨時間而學俳句的。不過學學吟誦俳句總比沉迷於賭博，

搓麻將，彈鋼珠或賽馬等是絕對好多了，至少還可以練達日

語或切磋琢磨日語的能力。 

 再者，所謂 <切> 是日語表示一個文章的段落完結的意

思，而觀察俳句的構造可察覺可歸納為 <一句一章> 或 <二

句一章> 的構造，日語稱為 <一物仕立て: 一物做成或一氣

呵成> 或 <取り合わせ，二物衝擊: 二物衝擊或湊成 或 湊

合> 的十七音日語或十字漢語的構造形式。 尤其一氣呵成

句的完結點常在最後而很難注意到，而二物湊合有時也很難

察覺在第一句或第二句之後以致很難察覺，可是近來卻有人

把它當作俳句非 <二物湊合> 這樣做不可的規制，乃產生所

謂二行俳句的新型俳句，其實這是解構俳句的本來的結構並

不是甚麼新的發現或規範，雖然可行並不是甚麼新的玩藝兒，

而且忘記了俳句的另一個特性，五七五。俳句的構造明確一

句一章或二句一章，為何要分三段五七五呢? 一定有其原來

的意義，這是因為日語是無韻無平仄無重讀的平坦語言，且

自古其各種詩歌都是以五七節奏為主，原因在於日語是以八

節拍(mola) 為其節奏的語言。至於分兩段這種了解，本人早

在 2011 年在網路上介紹過，中國的天才詩人並留學日本十

年獲文學博士學位的中國的金中博士所發表的俳句的華語

翻譯 <一詞一句> 的論文中介紹過。 金氏現任中國西安交

通 大 學 外 國 語 學 院 日 語 系 教 授 

( http://grxjtueducn/web/jinzhong/1 ) 。這宛如是中國

最近有人創 <截句> 這一號新型漢語短詩，想以別於 <漢俳

> 並與其爭寵，其實截句在中國早就有其存在並不是甚麼新



創，而且如同 <漢俳> 毫不具有 <俳句> 的 <瞬間感動和無

法再短的短> 的特性，根本談不上相比的問題。另外，要在

文章中把一段句子切斷成段落，各種語言有其切斷的方法，

不能模仿依日語文法來做討論。 

 至於五七五節律怎麼來的也尚無定論，中國人總喜歡把

他歸因於近體詩的五絕七律，其實無甚根據耶，也無甚重要，

日本人也有學者歸因於海洋民族的五七划船調，都無所謂。 

重要的是 <俳句> 的短這一特徵最重要。 還有，日語的五

七五是算音節，漢字是一字一音節，而漢字一字一音節約略

等於日語的 1.5音節資訊量，因此不能將日語的五七五依樣

畫葫蘆地抄襲過來，這樣就會引起整句俳句資訊量超過日語

俳句的資訊量而違反俳句的最重要特徵的 <短> 的結果，以

致往往日語俳句翻譯成華語的五七五時，不得不加一些原句

沒有的詞彙以湊成五七五，以致造成 <錦上添花> 或 <畫蛇

添足> 的結果，我則稱這些翻譯傑作為翻譯者的再創作以別

於原句的翻譯。 不相信的話，把以往已有的名 <再創作> 拿

來分析看看，裡面一定多出一兩個原句所沒有的詞彙，因此

漢語俳句宜以三四三音節的句子為最適當，約略等於日語五

七五俳句的資訊量，換成漢字數量約等於五或六個漢字主詞 

(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超過六個詞就太多了。 

此外，在日本也有人吟詠非定型俳句，稱為 <自由律俳句

> 在漢語俳句也是可行，只是希望把這一種句型留在當你已

是公認的名俳人時，因為 <俳句> 是詩，詩是韻文，韻文應

有韻律較好，日語是難有韻的語言，所以以五七五調律來弭

補，華語雖有韻可押，但短短十個字要押韻也相當困難，所

以有三四三節調也是很好。其實日語五七五或華語三四三都

是很好的節奏，很多日語或華語的口號標語以日語五七五或



華語三四三用來都很適合，有節奏順口而好聽，這個倒可證

明三四三在於華語的適合性。三四或四三是七的拆開，而五

五加起來正是十字，大家都知道五絕七律是近體詩的基本構

造，至於四，大家知道成語為什麼四字者為多？這大概是因

為四字容易上口。如我國古代的詩歌總集《詩經》，就以四字

句為多，以及初學讀的《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中

的後面兩種就全為四字句，可見四個字也是人們所喜歡朗朗

上口的句子。實際造作時很容易吟詠出有節奏悅耳的句子，

反過來卻有人會嫌棄三四三宛似口號調，但這是個人造詞用

語的問題。同樣我也發現日本人用五七五吟詠俳句或三四三

漢語俳句時，如果加入四字成語時，日人會覺得很時尚而有

深度，因為成語本來幾個字就含有深遠的內涵而正適合於補

充俳句的短，但對於一個懂得華語的人聽來，這些已成為日

常用語的成語在短短十字中佔據四個字反而會呈現俗不可

耐的反效果。 

 也許有人會說 <俳句> 有的有 <內在律>，但內在律一般

人很難感受到，除非是你是富於詩情的大詩人，所以我常說 

<自由律俳句> 我很贊成也很喜歡。可是我要勸告各位，在還

沒有成為大詩人前暫時緩下來。日本也有幾位 <自由律俳句

> 大師，如: 河東碧梧桐，種田山頭火，尾崎放哉及 25歲就

夭折的住宅顯信等人，你知道嗎? 他們除了夭折的住宅，都

過著流浪全國，過著像流浪漢乞丐或放蕩不羈的生活，各位

做得到嗎? 不管男生或女生大家都是有家庭的人喔，當然各

位有自信有這一種聰穎天資而願沉迷於天才詩人的一生，我

絕沒有反對的理由。 

 再下來要說到華語的俳句，關於細節在本人這幾年來已

有的幾篇拙文內都有詳述不再贅言，只把要點舉出來。 首先，



我們常看到「漢俳」這一詞，因為有一個 <俳> 字大家都以

為是使用漢字所寫的俳句，但是，是很大的冤枉，漢俳只模

仿了日俳的外表十七個音，忽略了俳句的最重要的重點「短」，

即絕對要省卻多餘的詞彙，不是儘量喔，又沒有注意到漢字

一個字表達的涵義可能等於日語的 1.5~2.0音，就是日語是

多音節而漢字是單音節這個事實。 可是 <漢俳> 的出生要

牽涉到外交政治問題，為了考慮到從政治而來的俳句外交以

及天下太平，即已煮熟的米飯考慮，雖然中日俳句專家都已

知道，但也只好將錯就錯，既然中日雙方已有共同認同的定

義，而且也已有很多上乘的作品，且為大家所愛好的流行，

因此不必去碰它，讓它以「具五七五漢字的俳句外表，但實

際上是新而短的三行漢語短詩」流傳下去。 但是基於遵守日

本俳句的 「世界俳句」 之一員的真實俳句實質的「漢語俳

句」， 我主張應該吟詠以十字為基準，而前後容許增減一兩

個字的「漢語俳句」，因為十七個漢字吟詠出來的「俳句」實

在內容量或資訊量是過多的，實際上是跟日本俳句並駕齊驅

的另一短詩-「短歌」的資訊量相等。 在台灣已有兩位日語

漢語雙刀流俳句前輩，詹冰和黃靈芝早在四十多年前就提過

這個問題。 

 再者，在台灣或中國有不少人覺得只有十個字吟詠不出

甚麼情懷來，我曾屢次提過，俳句很短所以較難敘述完整的

抒情，雖然不是不可能，但只要抓住瞬間的感動，把它描述

出來就好。 可是在華語地區的人，自從中國的五四新文化運

動後無病呻吟的近體詩已衰退，只有少數有閒情逸致且有天

資的人士才會吟詠，很多人都已習慣於吟詠自由律的現代詩，

我本人曾在浪漫的高中時代也吟詠過幾百首現代詩。與詩詞

睽違六十年後，再重拾詩詞時，我何不懷念我青春時代充滿



希望美夢的作品，可憐我無無法重見自己的青春，因為在

1987年的一場無名火將它燒毀。 

   我無法找回我的青春記憶，重拾詩詞後，只能吟詠些老

人的悲悽的人生感受而已(祈求社會正義的愚人的妄想)。社

會上根本就無所謂正義，哪有轉型正義，抗日志士的子孫都

去做了日本人，志士又怎麼樣，叢林原則、名利、洗腦、獨

裁、皇帝夢才是真正的現世，不過塵歸塵、土歸土，一走就

與現在的你毫無關係，明知還是要爭，這就是現世的志士、

國父、國母、偉人，留著銅像、畫像，壞事做盡，給人膜拜，

心內臭罵。 

   話歸正題，這些現代詩的吟詠者，也許起初難體會所謂

瞬間的感動，其實當你抓住其真髓後就無甚麼困難。 在日本

同為短詩， <俳句> 比有較大抒情空間的 <短歌> 還受歡

迎，就是說從小學生到善解深奧情理的人士，都可以隨其社

會經驗的深度來吟詠的緣故。 在台灣，當我提出 343俳句和

34344 短歌，讓大家自由選擇吟詠時，很多人都選擇短歌，

這正表示也證明漢語界已習慣於現代詩型的抒情詩，其實所

有詩都是抒情的，也是主觀的，只是方式不盡相同而已。 

有關所謂傳統俳句的 <三個束縛或約束>、<季重>、<無季

>、<破調>、<太靠近>、<離太遠>、<說明文> 等等都是批評

或刪改俳句作品時的事項術語，請各位多讀可以說是俳句的

聖經或經典的子規的 ＜俳句大要＞、＜俳人蕪村＞ 以及虚

子的 ＜俳句讀本＞、＜俳句的吟詠法＞、＜俳句的作法＞ 

和 ＜俳句之道＞ 等文章兩次以上，就會知道並沒有像一般

所講那麼嚴重嘮叨，這些話說重一點不過是結社主宰的靠以

維持生活的工具罷了。 這些經典不必特地去買，因為都已超

過著作權保護的五十年年限，在日本網路上的公眾服務機構 



<青空文庫> 都已做成網路版免費提供閱讀。 我建議各位，

這些經典書第一次看時可以簡單瞄過一下，但第二次可要細

讀而精讀，這樣你就會知道俳句並無好或壞之別，鑑賞就要

看鑑賞的人而有異，你也會知道 <子規較欣賞蕪村，虛子則

較器重芭蕉，至於一茶則多以俗語吟詠一般俗事> ，不過先

決條件是您是否有閱讀日文的能力，就區區所知似乎還沒有

華語版翻譯。 

 又如講到二戰後京大的法國文學教授桑原武夫的 <俳句

第二藝術論> 所言， 難於區別專業和一般人所吟詠的俳句，

以及爭論子規的作品的 <雞頭論爭> ( <雞冠花的數目~> 的

句子究竟是秀句或廢句)，究竟有甚麼深長意義? 另外如今

泉恂之介的 <子規究竟埋葬了甚麼—空白的俳句史一百年> 

一書裡所說的 <子規遺漏了一茶之後一百年的俳句>， 又同

書所記載的市川一男 (1901~1985) 的 <近代俳句的曙光> 

(1975) 和 <俳句百年> (1970) 上所列舉的所謂 <平庸俗句

> 的句評又要如何解釋，而一輩子過流浪生活的 <井上井月

>，還有自 2009年左右就在網路上登載的 <中川廣> 對於虛

子個人的評論，雖然有些過分，但某一個程度反映著市井上

的俳句結社的實情是不可否認的。 虛子的俳句作品也並不

是都是花鳥諷詠，如 ＜~棒の如きもの; 如棒~＞ 這一句是

論理句，而不是 <花鳥諷詠>，並在 2009年的網路上我們曾

經讀到過，有一年輕主婦貼文說: <讀到這一句時忽然覺得

臉通紅> 的記載，這不是表示俳句的鑑賞是因人而異嗎? 另

外，子規和虛子都在其書上，佔據一大段空間異口同聲批評

說，那有名的膾炙人口的加賀千代女 (1703-1775) 的 <被

牽牛花拿去吊桶~> 的句子是過於誇張偽善的句子，究竟真

的是這樣嗎? 大家真的能同意嗎? 一切的一切都不得不歸



於子規的短壽，如果能讓子規如現代人一樣地，輕輕鬆鬆活

到 80~90歲時，以子規的認真與學識，俳句界的現況應該不

是這樣的。 並且所謂的傳統俳句真的是傳統嗎? 這又是另

一個問題。 現在日本有三大俳句協會: 1) 現代俳句協會，

2) 日本傳統俳句協會，3) 俳人協會，各協會的主張各有不

同，此外還有世界俳句協會以及其他有關俳句小團體，各有

各的主張。 據說，因為沒有正式的統計，日本全國有上千或

更多的俳句結社，各結社都由主宰和高年資弟子主其事，各

結社互不相關不聞問，社員為博取高分數，多學主宰和高年

資社員的模樣造句。 

 台灣戰後有唯一的日語俳句社 <台北俳句會>，由主宰黃

靈芝先生領頭，行事內容與一般日本俳句結社相同，(另外有

一個日本俳句結社的分會，不過人數才七、八位，並多同時

屬於 <台北俳句會> 會員。 其實，黃師是一位真正 了解俳

句真髓的俳人，也是文藝家 (因為除了俳句外，他還有小說，

雕刻，骨董鑑定等作品)，他於 2016年仙逝，在逝世前半年

所發表的最後一篇作品才道出他的真心話: <就從我這些作

品中大家可以看出，我是不一定臣服而順從於 575定型，也

沒有被季語所綁票>，並且最後以: <我還要加一句話，五七

五並不是定義， 而且同屬於文藝界的世界的小說的領域裡，

不是被固定的形式所綁住，反而是一作一作風才是有作為嗎? 

> 作為終結。他並沒有拘泥於所謂的傳統俳句的束縛，而心

醉於研求更廣義的俳句的奧義精髓。 他是跟日本本國的俳

句結社的目的同樣，為一般俳句會員的一般性目的所求來主

其俳句會的行事，但他真心所求者為俳句的真髓並不是為虛

榮，招搖，來吟詠俳句，而是犧牲自己的所求來應付一般大



眾所求，應該有不少日本本國的俳句結社主宰也跟黃靈芝有

同樣的心境，但至死都不敢講出來而已。 

 有關漢語的俳句除了詹冰吟詠了一百來句漢語俳句外， 

黃靈芝也創辦了漢語俳句，也有了十多位學員，但維持不太

久就失去縱影。 我則在臉書上於 2016年初創辦 <漢語俳句

> 社團，還好，看來大家還可以適應，只要大家能抓住俳句

的 <短> 和 <瞬間感動> 的要訣很快就會習慣學成。 現在

社員有 260多位，經常投稿者有 20多位，包括國內、 美國、

日本、香港、馬來西亞外，還有日本人投稿，至於年齡層仍

以高年齡層為多，但也有 15歲的小朋友，她經常投稿天真但

深層次的內容，讓高年齡讀者驚嘆不已。 我們不限制語言，

所以來稿除了標準華語外，也有不少台語作品，也有廣東話 

(香港) 作品，現在還欠缺漢語七大分支中的客語，吳語，湘

語和贛語的作品。 

 子規之後，河東碧梧桐、荻原井泉水、種田山頭火、尾崎

放哉、中塚一碧樓、石田波鄉、吉岡禪寺洞、加藤楸邨、日

野草城、嶋田青峰、東京三、山口誓子、鈴木六林男、金子

兜太、芝不器男、高柳重信、秋元不二夫等非傳統派的俳人，

又如長谷川櫂、夏石番矢、今泉恂之介、木村聰雄、橋本直、

五島高資、高山れおな、攝津幸彦、四ツ谷龍、筑紫磐井、

大森りえ以及在大学專攻俳句的大森健司等年輕的吟詠俳

句者都是俳人吧，尤其中村草田男、加藤楸邨、篠原梵、石

田波鄉等 <人生探究派> 或 <難解俳句> 等的俳人也是，他

們不一定都吟詠 <花鳥諷詠> 的俳句，可知俳句不限於 <花

鳥諷詠>。 

 這麼說來，一邊吟詠俳句一邊也要思惟到俳句的本質或

真髄等，繼而想起對想寫或吟詠俳句的同仁建議，也為真正



了解 <俳句> 也需要對於寺田寅彦、折口信夫、正岡子規、

高濱虛子、大須賀乙字、山本健吉、金子兜太、長谷川櫂、

夏石番矢、今泉恂之介、彌栄浩樹、川名大、外山一機、橋

本直等人的詩論、俳論也寄予關心，多讀幾回，又對在網路

上的俳句評論，專欄等的年輕世代的各種思惟評論也要過目

一下，以便瞭解隨著社會時代變遷的俳句。 

 請各位一邊要聽聽各俳句結社主宰所言外，也要進一步

去了解 <俳句> 的根源，了解 <俳句> 並不是一般人所指那

麼狹窄的詩作，不要以錯誤的了解去阻礙俳句的發展而也貽

笑四方。 我在網路上偶而會碰上初出茅廬或初生之犢不畏

虎的日本人，以狹窄淺薄的知識去批評誤導別人尤其是外國

人，反而遭譏笑而不自知，給日本人帶來無謂的恥辱。 

 另外， 現代俳句協會所編集的 ＜日英對譯 21 世紀俳

句的時空＞ 是將子規之後 ~ 2000 年為止的俳句的変遷

與流向簡單整理的一本書，真值得一讀。 其實本人也懷疑能

有多少人有能力理解或鑑賞書中的一半句子。 

 芭蕉的 ＜不易流行＞ 究竟要說甚麼呢? 應該是 ＜本

（もと）不變， 而跟著時代的變遷流行＞， 而現在的俳句

不是照其所言， 由和歌、連歌、俳諧連歌、短連歌、發句、

俳諧而子規的 ＜俳句＞ 這樣變遷過來的嗎? 為什麼到現

在非要以 <花鳥諷詠> 和其 <三約束> 來對於至今的變遷

流行加以制止不可? 我並不是要說花鳥諷詠不對或不可，反

而要說要尊重花鳥諷詠是一種最適當而符合日本人的生活

習慣、而且又是最容易被一般大衆所接受而易於吟詠的俳句

形式，而也要承認這樣斷言而被接受的虛子的偉大，並且也

要感謝承認他將俳句推廣到現狀的功勞不可。只是，要了解

那是俳句的一種或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也是事實，尤其現今已



變成世界的俳句也是事實，所以還有必要繼續堅持而強調 <

俳句是日本人特有的詩型，外國人不能吟詠> 的必要嗎? 

 在昔日明治時代河東碧梧桐曾說過: 看著同一個月亮，

日本人心裡有所感，但是德國人並無甚麼特別的感觸，另外

高濱虛子也說過，對法國人如何解釋 ＜季＞ 的重要性，對

於法國人來說簡直是馬耳東風。我們可以將一個民族或國家

的特質介紹給別的人、民族或國家，但絕不可以強壓要他們

遵從。 我們有必要妨礙已進出到世界的起源於日本的文化

的榮譽嗎? 尤其那是俳句本身而不是一種俳句的形式的個

人的主張時，這是作為一個外國人的本人想要說的話。我要

說的是 <俳句> 就是俳句，讓它以它本來的意義面目繼續存

在延續下去，就是短到不能再短的，描述瞬間的感動的短詩

之外，不要加以任何規範限制，至多是為了使其具有較明顯

的節奏以顯示是韻文，在日語以五七五，而在漢語則以三四

三，在其他語則以其各言語特徵加以韻律化，並主要詞彙 

(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 以五詞為主，最多不要超過六

詞來吟詠就可。 我暫且舉出下列幾筆文章為了解 <俳句> 

供各位做參考   （2018-12-18 定稿） 

<本人推薦也自己參考過的文獻:> 

1) 吳昭新: ＜季語＞ 與＜基語 -keywordkeyword＞: 漢

語俳句短歌短詩第二集; p110-113, 台北,台灣. 2018.8月, 

(ISBN: 9789574359394)(華語) 

2) 呉 昭 新 ：《 季 語 と キ ー ワ ー ド 》：

http://oobooshingo.blogspot.com/2018/02/15.html 



3) 吳昭新: 《“俳句” 的兩種面相呉昭新》：漢語俳句短歌

短詩第二集; p114-116, 台北,台灣. 2018.8 月, (ISBN: 

9789574359394)(華語) 

4) 吳 昭 新 : 《“ 俳 句 ” の 二 つ の 顔 》： ( 日 語 )

http://oobooshingo.blogspot.com/2018/01/14.html 

5) 呉昭新：《黄霊芝師逝く》：

https://oobooshingo.blogspot.com/2016/04/blog-

post.html 

6) 吳昭新:「俳句」、「世界俳句」及「漢語/漢字俳句」

https://chiaungo.blogspot.com/2012/03/blog-

post.html 

7) 吳昭新: <俳句和伝統俳句與大眾取向主義-populism>

https://chiaungo.blogspot.com/2018/07/2018-7-1.html 

8) 吳昭新: 台灣俳句史(補遺)-黄霊芝主宰的俳句観：

https://chiaungo.blogspot.com/2016/04/blog-

post_13.html 

9) 吳昭新:《日本俳句之漢譯－介紹中國金中教授的一詞

加一句形式》：（華語） 

http://olddoc.tmu.edu.tw/chiaungo/essay/jin-juong-

1.htm

10) 吳昭新：《台湾俳句之旅》：「台湾文学評論」，第十

巻第一期，pp75~95，Jan 2010，台湾文学資料館，真理大

学，台湾（華語）

http://olddoc.tmu.edu.tw/chiaungo/essay/haiku-

tabi.htm   (2018-10-27 reached)

10-1) 吳昭新：《漢語/漢字俳句》——―漢俳、湾俳、粵

俳、…、？（華語） 



http://olddoc.tmu.edu.tw/chiaungo/essay/haiku-

kango.htm   (2018-10-27 reached) 

10-2) 吳昭新：《吟詠日本俳句－現代俳句的蛻變》：

http://www.worldhaiku.net/criticism/haiku_yomu_c.pd

f （華語） 

11) 吳昭新：《「俳句」並不是只有日語才可以吟詠》：

（華語）http://chiaungo.blogspot.tw/2011/02/blog-

post.html (2018-10-27 reached) 

12) 吳昭新： 《日本俳句之漢譯－介紹中國金中教授的

一詞加一句形式》：（華語）  

http://chiaungo.blogspot.tw/2011/10/blog-post.html 

(2018-10-27 reached) 

13) 吳昭新：《俳句を詠む－俳句初心者の一外国人の疑

問》：「オーボー真悟」 （日本語）

http://oobooshingo.blogspot.com/2010_06_01_archive.

html (2018-10-27) reached

14) 吳昭新: (自自冉冉)--「錯把馮京當馬涼」- 將<漢

俳>誤當<俳句> 

https://chiaungo.blogspot.com/2017/01/blog-

post.html 

15) 吳瞈望：《漢語/漢字俳句》：「世界俳句」，2011 第 7

号、世界俳句協会編、（日本語）文：p101~113;中文：p98~104

七月堂，東京，日本。

16) 黄靈芝：《臺灣季語及臺灣語解説》，「臺灣俳句集

（一）」，1998，pp76～83，台北，台灣。（華語） 

17) 黃靈芝：《北縣縣民大學「俳句教室」（1）（2）（3）（4）》，

「臺灣俳句集（一）」，1998，pp52～70，台北，台灣。（華語） 



18) 金中 ：《古池蛙縱水聲傳――一詞一句形式的俳句翻

譯》：「世界俳句 2012第 8號」；pp83-89， 2012，東京，日

本。（華語） 

19) 正岡子規：《俳諧大要》（日本語）岩波文庫、岩波

書店、1989、第 8刷り。

http://www.aozora.gr.jp/cards/000305/files/57350_60

028.html （青空文庫：2018-10-27 reached）

20) 正岡子規：《俳人蕪村》（日本語）「日本の文学

15」中央公論社、1973 

http://www.aozora.gr.jp/cards/000305/files/47985_41

579.html  （青空文庫：2018-10-27 reached） 

21) 正岡子規：《古池の句の弁》（日本語）「俳諧大要」岩

波 文 庫 、 岩 波 書 店 、 1989 、 第 8 刷 り 。

http://www.aozora.gr.jp/cards/000305/files/57363_59

643.html （青空文庫：2018-10-27 reached） 

22) 正岡子規：《歌よみに与ふる書》（日語）岩波文

庫、岩波書店、2002、第 26刷  

http://www.aozora.gr.jp/cards/000305/files/2533_162

81.html （青空文庫：2018-10-27 reached）

23) 高浜虛子：《俳句讀本》：《世界教養全集 14》，pp221-

353， 1962；平凡社，東京，日本。（日本語） 

24) 高浜虚子：《俳句とはどんなものか》（日本語）角川

文庫、角川学芸出版 2009（平成 21）年 11月 25日初版発

行

http://www.aozora.gr.jp/cards/001310/files/55509_53

180.html （青空文庫：2018-10-27 reached）



25) 高浜虚子：《俳句の作りよう》（日本語）角川ソフ ィ

ア文庫、角川書店 2009（平成 21）年 7 月 25 日初版発行

http://www.aozora.gr.jp/cards/001310/files/55510_51

028.html （青空文庫：2018-10-27 reached）

26) 高浜虚子：《俳句への道》（日本語）底本：「俳句への

道」岩波文庫、岩波書店 1997（平成 9）年 1月 16日第 1行  

https://www.aozora.gr.jp/cards/001310/files/55609_5

3062.html （青空文庫：2018-10-27 reached） 

27) 今泉恂之介：《子規は何を葬ったのか-空白の俳句史

百年》新潮選書、新潮社、東京、2011 年 8 月 25 日（日本

語） 

28) 萩原朔太郎：《詩の翻訳について》（日本語）「日本

の名随筆 別巻 45 翻訳」 作品社、1994（平成 6）年

11月 25日第 1刷発行

http://www.aozora.gr.jp/cards/000067/files/48341_35

101.html （青空文庫：2017-4-28 reached）

29) 萩原朔太郎：《詩の原理》（日語）新潮文庫、新潮

社、1975（昭和 50）年 9月 10日 27刷  

http://www.aozora.gr.jp/cards/000067/files/2843_262

53.html （青空文庫：2017-4-28 reached）

30) 萩原朔太郎：《郷愁の詩人 与謝蕪村》（日語）岩

波文庫、岩波書店 2007（平成 19）年 1月 25日第 22刷発

行

http://www.aozora.gr.jp/cards/000067/files/47566_44

414.html （青空文庫：2017-4-28 reached）

31) 寺田寅彦：《俳諧の本質的概論》（日語）「寺田寅彦

随筆集 第三巻」岩波文庫、岩波書店 1993（平成 5）年



2月 5日第 59刷発行  

http://www.aozora.gr.jp/cards/000042/files/2471_935

3.html （青空文庫：2017-4-28 reached）

32) 寺田寅彦：《俳句の型式とその進化》（日語）「寺田

寅彦随筆集 第五巻」岩波文庫、岩波書店 1997（平成

9）年 9月 5日第 65刷発行

http://www.aozora.gr.jp/cards/000042/files/2512_935

2.html（青空文庫：2017-4-28 reached）

33)寺田寅彦：《俳句の精神》（日語）「寺田寅彦随筆集

第五巻」岩波文庫、岩波書店。1997（平成 9）年 9月 5日

第 65刷発行

http://www.aozora.gr.jp/cards/000042/files/2513_122

42.html （青空文庫：2018-4-28 reached）

34)西尾 実：《日本文芸入門》：《世界教養全集 14》、 pp 3-

72， 平凡社、東京、日本、1962、（日本語） 折口信夫：《世々

の歌びと》：《世界教養全集 14》、 pp125-220， 平凡社、東

京、日本、1962 、（日語）

34-1) 三好達治：《現代詩概論》：《世界教養全集 14》、 pp

355-460，平凡社、東京、日本、1962、（日本語）

35) 弥栄浩樹： 《1％の俳句ー一挙性、露呈性、写生》、 《群

像》、2011、 6月号、 64-90、講談社、東京、日本、2011，

（日語）

36) 佐籐和夫：《西洋人と俳句の理解- アメリカを中心に

-》：日本語学：14：12-181995。（日語）

37) 朱實：《中國における俳句と漢俳》：「日本語学」：14：

53-621995，東京，日本。（日語）



38)夏石番矢：《現代俳句のキーワード》；「日本語學」14:25-

31; 1995; 明治書院，東京，日本。 （日語） 

39) 楠木しげお：《旅の人－芭蕉ものがたり》，銀の鈴社，

東 京，日本，2006 （日語） 

40) 秋元不死男：《俳句入門》、角川学芸出版、東京、日本、

2006 （日語） 

41) 金子兜太：《造詣俳句六章》（日語）「金子兜太集 第四

巻」、p211-514筑摩書房。2002（平成 14）初版発行

42) 嶋田青峰：《俳句の作り方》、新潮社、東京、日本、1941

（日語） 

43) 秋尾 敏：「鳴弦窓雑記」，（日語），http://www.asa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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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詠漢語俳句的要訣及補充說明》 
  Chiau-Shin NGO; 吳昭新 

(俳句的本質) 

◎ 最短 ◎ 瞬間的感動或感受

1)絕對減少多餘的詞句:

 俳句是世界上 <最短> 的詩，是吟詠<瞬間的感受或

感動> 的詩，這是俳句與一般抒情詩詞最大的不同，因此需

要絕對減少多餘的詞句，所謂不要<錦上添花>或<畫蛇添足>， 

也因此儘量少用形容詞，但不是不可用。 

2) 資訊量過少常無法表達完整的意念:

因其短而表達的是瞬間的感動，因此其資訊量過少 

(日語 17 音， 漢語 10 音) 常無法表達完整的意念。 

表達不完整時，因為詠者與讀者的生活經驗常迥異，因

此對同一句俳句，產生詠者的詩情與讀者的詩情不同的結果

而各有不同的解釋或鑑賞。也就有詠者不要自己解釋的說法。

也有俳句是詠者與讀者一起來吟詠的說法。 

3) 較難吟詠完整的抒情詩:

台灣及中國的詩人習慣於吟詠漢語古詩詞，再而進入

吟詠現代詩-抒情詩，因此不容易理解接受俳句，反而容易接



受短歌，因為漢語短歌(34344)比俳句多出 8個音共 18個音，

也因同樣原因將擁有抒情內容量又有一個俳字的 <漢俳

>(575)共 17個音誤認為是俳句。常將日俳的 575翻譯成 575

漢俳，其實內容量是 57577日本的短歌而不自覺。 

俳句和短歌內容的量與本質差距很大，殊不知這些人

所翻譯成的 <漢俳> 不過是錦上添花，畫蛇添足的個人欣賞

解釋的 <短歌>，絕不是貨真價實的俳句，忘記了俳句的鑑賞

是因讀者而異，違反了俳句是詠者與讀者的共同作品的基本

原則。 

日語俳句 575 十七個音，但漢語一個字等於日語的 

1~5 個音， 因此不可將日語的十七音照抄過來變成外

表相像裏頭完全不一樣的四不像，因而 <漢語俳句>不管華

語、台語、客語、粵語、湘語、吳語、滬語都以 10 個漢字

的資訊量 (內容量) 為適宜。 

台灣人和中國人都錯認 <漢俳> 為俳句，這些事實早

經台灣前輩俳人詹冰、朱實和黃靈芝等人解釋過，他們三位

都是精通日語俳句的大師，其實中日兩國的真正了解日本俳

句的著名詩人都認為 

<漢俳不是俳句> 

 說實在，現有 <漢俳> (575)名稱之新興漢語短詩，其

結構與內容實與日本短歌類似或相同，因此本人將其歸類於

<漢語短歌>。 

<漢語俳句，短歌> 在台灣包括: <華俳=華語俳句>， 

<台俳=灣俳=台語俳句=台灣閩南語俳句>，和 <客俳= 

客語俳句>; 在中國則可包括有: <華俳>， <粵俳=廣東話俳

句>， 以及中國各地方語言所吟詠的俳句及短歌。 



<10 個字>的組合，我較喜歡<343>，但 55 或 46 也

可以，不一定要押韻，但有押韻更好，因為總共只有十個字

要押 3 個或 2 個韻有些困難，只要不詰屈聱牙即可。 

4) 學自英語(外語)HAIKU 的結果:

在台灣大部分中老年人(70 歲以下)的一般人都比日語

較諳英語，因此碰到<俳句>一詞有疑問或好奇時，都習慣上

自然地要求教於英語資料，但不幸的是有不少外國人關於俳

句的認識也犯了同樣的毛病，似懂非懂，有些人會吟詠真俳

句但也有不少人吟詠的是似短歌的短詩，再加上有時候自以

為是的懂外語的日本人以似是而非的俳句知識(不是日本人

就都知道俳句的本質)加以讚賞以致更走進了歧路。一年多

前有一位外國人吟詠的俳句實際是短歌，當我告訴實情時，

他的回答是日本人告訴我這是俳句，我就沒有再說甚麼，只

有放其自然。另外也看到了有些台灣人把英語俳句翻譯過來

變成漢語短歌，我不知道他原來是要翻成俳句或短歌。 

5)<HAIKU>: 

俳句在外國已流行了一百多年，戰後七十年來更加流

行，有很多外語俳句協會。但所吟詠出來的俳句，是跟不是

各佔多少不是我所知，但確實兩種都不少。所以要學就要學

對的。當日人野口介紹日本俳句給西方後，在 20 世紀初有

Ezra Pound (1885~1972)的意象主義(Imagism)風靡了一時，

還有蘇聯的電影導演 Sergei Mikhailivoch Eisenstein 

(1898~1948) 所 創 造 的 電 影 手 法 理 論 ( 構 造 ， 組



合)Montage(蒙太奇)就是學自俳句。但我要說的是不要以為

外國人吟詠的 <HAIKU> 就是<俳句>。不要學到不對的而沾

沾自喜。 

6) 漢語短歌:

<漢語短歌> 則依學理仿效日語俳句 (575) 與日語短

歌(57577) 的因緣，以 <34344>為宜。俳句本來就是從 <短

歌> 的前半截取來的。 

7) <抒情或敘情>:

 漢語俳句只有十個漢字， 因此較難吟詠 <敘情>， 最

好吟詠 <瞬間感動或感受>， 但並不是絕對不可。要吟詠敘

情詩時， 就以 <短歌> 或 <漢俳> 吟詠較宜(如:相戀歌)， 

而日本的初期短歌 (和歌) 就是在宮廷中吟詠的戀歌。 

8) <瞬間感動>:

所謂 <瞬間感動> 簡單地說: 當一個小女生看到蝴蝶

從花叢飛起來很漂亮，她一個小一的小女生可以直接了當地

吟詠 <小蝴蝶 花裡飛起 好漂亮>，成熟的社會人，則因有較

複雜成熟的人生社會經驗，可以吟詠較複雜的俳句，例如一

句許秀梧女士的日語俳句<角帽の寫真を飾り二二八--許秀

梧> 我把它翻成台語俳句  

<角帽像 紅架桌頂 二二八>， 



乍看之下，是詠 2月 28日在紅架桌上有一張角帽像而

已。角帽是日本大學生的帽子也是大學生的表徵，表示受過

高等教育的知識人，紅架桌是台灣家庭大廳上的紅色長條桌

子，是擺設神明佛像用的，二二八是 1947年那慘不忍睹的台

灣人菁英知識分子的大屠殺事件。 

就是說當人們看到 <角帽像>，<紅架桌>和<二二八>三

項湊合或組合起來時，每一個多少知道所謂二二八的人都會

有不同的心像，這就是俳句的效果。二二八的直接受害者，

家屬，同時間存在者，旁觀者，後代子孫，學習歷史者，後

世的人，甚至加害者都有不同的感受。 

9) <季語>和<基語:key word>:

<季語>: 日本的所謂 <傳統派俳句> 有所謂 <季語> 

這一項， 一方面是日本人兩千年來的日常生活習慣上的總

總都跟日本特有的四季分明的季節變化有關，也變成見面時

的口頭招呼詞，容易被一般大眾接受，另一方面也可以用來

補俳句短短十七個音的不足。但是在日本國外(甚至國內)並

不一定有相同的季節變化且生活習慣也不同，所以不一定硬

要接受，反而可用個當地的 <文化或歷史記憶> 來代替所謂

的 < 季語>，而叫做 <鍵語或基語=key word>。例如上述的 

短短 <二二八> 三個字呈現的是幾萬人，數不完的台灣菁英

遭大屠殺的情景感受，不必一大篇的文字描寫敘述，這就是

俳句的特徵，被世界所有人所愛好的俳句所要呈現的。另外

例如大家熟悉的 <七娘媽生> 四個字就可以讓讀者感受青

年戀人的一段相戀情感的情節故事場面。 



10) 分節:

日俳 575 在俳句形式在俳句從短歌分離出來前就已存

在的一千年以上的分段，其原源不一定能窮追，雖然有種種

學說，終究是長年的生活習慣中自然行成的節奏。漢語俳句

十個字的分節是由日俳的 575於言的特徵引演出來的，也合

於漢語古詩的節奏，且漢語的成語也以四個字的成語最多合

乎漢語的用字習慣，因而初學以 343 分三段或節的節奏較

宜，當你已熟悉俳句結構與本質時，你可以改以 55，或 37，

73 分節，但不要操之過急，一步一步按部就班慢慢學習即

可。最近有人提出二段寫出的構想，這不過是人的本性，<人

不服人>，<輸人不輸陣> 和 <名利> 之中的 <名> 的問題的

一種。日俳的構造一千多年來就是<一句二章>或<二句一章>

又日語叫做 <一物仕上げ> 或 ＜取り合わせ；二物衝撃＞，

以華語翻譯就是 <一氣呵成> 或 <二物湊合> 的意思，卻分

段為 575，就是有其原因，就是節奏的問題，日語是無平仄，

韻音的語言，就以節奏來補其短處，這就是以前多年來的經

驗，不必想創新立山頭。是人腦的壞習慣。 

11) 淺易又深奧:

漢語俳句從淺易到深奧，各階段都有，也就是說從小學

一年級到大學教授，大科學家，哲學家，思想家，宗教家都

可以吟詠，因此內容多端萬般，深淺不一，尤其每一個人的

人生經驗不同，對萬事的了解也不同，也就對同一句俳句的

了解解釋也各不相同，甚至不能瞭解者常在，因此，詠者的



創意和讀者的解讀常不一樣，所以不可輕易批評別人的俳句，

以致類似產生 <恐龍法官> 之事端。 

12) <難理解的俳句>:

日本的俳句是一種具廣泛而深奧真髓的短詩，其深奧

者往往難於理解，被稱為 <難理解的俳句>，雖然乍看好似易

懂的一句，其實常深藏著深奧禪意而不能輕視，更不可說某

某俳句不知所云，反而背地裡遭受譏笑說 <沒有知識> 自暴

其短。 

13) 大眾取向(民粹:Populism):

再說，日本的所謂 <傳統俳句> 不過是一個人的主張， 

就是 <一家之言> 而是廣泛俳句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因最

容易吟詠而被一般大眾所樂意接受，乃成為一般大眾的藝術

生活及語言修養 (如插花、日本茶道) 兼娛樂，是一種消磨

時間並增長日語知識的高尚道具，真的比玩三色牌，賭具高

尚多了。現代流行 populism 一詞，華語被翻譯成 <民粹> 

不太好聽，應該是 <迎合大眾主義>，傳統俳句> 可以說就

是俳句界的 <populism>，很可惜的是因為較容易吟詠而又

是跟 2000 多年來的日本人的生活習慣相吻合，因而由 

populism 的道理成為 <傳統俳句就是俳句> 的似是而非的

結果。不只外國人，連日本人本身，一般大眾都有相同的誤

解或理解。觀察現代一般日人所吟詠的俳句並不一定遵從所

謂的傳統俳句的三規範，大多以現代語言吟詠現代生活所遇

到的事象者為多，雖然很多人都加上一句跟季節有關的所謂 



<季語>，很多句子看起來雖然跟季節有關但並沒有發生 <季

語> 應有的作用。 

也許有人會堅持日本俳句講究 <季語>， 但這是日語

和日人生活習慣的關與，使用日語以外的語言誦詠俳句者不

必拘泥於日俳的 <季語>。<季語>的原意是在期以較少的內

容來表達廣闊的環境以補俳句內容的不足，所以我們可以找

出台灣人或華人的生活文化的共同記憶來執行，例如以 <二

二八> 表達二二八的恐怖悲劇，只有三個字就可重現有關二

二八的整個社會背景，槍擊掃蕩，殺戮流血，恐怖政治等恐

怖情景，勝過幾百幾千字描寫，長達幾小時的電影內容;另如 

<太陽花>三個字就可代表整個學生社會運動的原因，經過， 

始末及影響等也勝過一部電影，<七娘媽生> 也同樣是我們

共同的生活文化記憶。 

所謂 <季語> 的原始意義在此，外國人不必採納沿習

日本人的生活習慣的 <季語>，卻可採納或找出跟 <季語> 

相同原意的 <基語> 來執行 <季語> 的作用。 

14)內容題材:

有關俳句的內容我們可不必拘泥於所謂的 <傳統俳句

> 派所主張的 <花鳥諷詠> 或 <客觀寫生>，詩歌本來就是

吟詠人生所遇到的種種情感或感動，所以不管主觀或客觀，

有季、無季，定型、自由律，凡是每日生活上可遇到的，花

鳥諷詠、人情世故，時事、社會，客觀寫生、主觀感動，情

景、論理、歷史、諺語等等都可以是吟誦的對象題材。 

只是要吟詠自由律，你自身有自信自己有天賦的詩才， 

而可以忍受遠離現世的生活或在定型詩成名後才嘗試為宜。 



15)日俳的翻譯:

<翻譯日本俳句> 時，應忠實於原句，不可加入自己的

感受，因為俳句是很特殊的詩型，詠者與讀者的詩情不一定

相同甚至有人說俳句是詠者與讀者的共同創作，加入個人的

感受時變成 <再創作> 而不是 <翻譯>，不可 <錦上添花> 

或 <畫蛇添足> 而變成 <傑出的再創作>。內容的主要詞彙

應以五詞為宜，超過六詞就太長了些。 

16) 以上，不厭其煩地，條列但甚至重複陳述初學 <漢

語俳句> 可能遇到的大綱細節，請各位耐心斟酌。 

詳細內容請參酌網路上及電子書上的拙文。 

感謝。 



  吳昭新 (Chiau-Shin NGO) 

 (本篇初稿是 2010 年的日語稿,因此有些漢字是日語漢字,

在本稿已經修改為正體漢字,其他內容除了幾個錯字修正外

並無修改.)   

   我們今天就要談到的第二個題目「漢語/漢字俳句」的問

題。以漢字文化圈內的語言吟詠俳句（廣義的）時會碰到與

以西語字母(alphabet)等表音文字西歐諸國的語言吟詠俳

句時所碰到的，不同的牆壁和疑問。 

   我們已提過，俳句是以基本的十七音節成為一章的短詩。

在漢字文化圈內、雖然以同樣的漢字來表記各種不同的語言，

但因語言的不同，發音和意義都有所不同，而在近六十年來，

表示同樣意思的漢字的外形（寫法），也有很大的變化，不同

了。 

 我們就漢字的代表，中國的普通話做為例子來說明吧。 

先就俳句的最基本事項的音節來說，普通話裡每一漢字都是

一個音節，但是在日本話裡，則每一漢字常常是多音節的。

譬如在中國普通話 「我」 這個字是一個音節，而發音做

「uoo」，但在日本話則發音做「ware」是兩個音節，另外普

通話的「我」的意思是日本話的「私」的意思而發音則為

「watakusi」，是四個音節。所以在俳句，要表示日語的「私」

（我）的意思時，日語所需要的四音節在普通話裡一個音節

就夠了。所以在日語中使用了十七音節的四分之一的音節以

表示「私」（我），但是在普通話則只使用一個音節而已。  

因此，同樣地使用十七音節來吟詠俳句時，在普通話可能會

發生內容量(資訊量)變成日本語俳句的一～五倍的結果。因



此不能說，因為日本的俳句形式是由十七音節所成，就將普

通話的俳句，也採取十七音節做為其形式。這樣，內容量（資

訊量）會變成日語俳句的數倍，平均一•五倍之多，不符合

俳句的短而小的最基本而重要的本質。 

   所謂的漢語短詩「漢俳」，原來是想做為與日語俳句相對

應的「漢語俳句」，但是如前述理由，很難說是「俳句」，結

果成為「漢語短詩」，但沒有想到這個「漢語短詩」卻在近三

十年來，成為中國一般大眾所樂意接受的短詩，而竟然又成

為時興，名稱叫做「漢俳」。日本漢詩家中山逍雀一直追縱分

析做結論，認為漢俳是為謀求對應日本俳句所發展的漢語短

詩，但其本質並無相同之處，是政治性產物。本人也提過如

果能由文化接觸消弭兩個民族的世代恩怨，泯滅恩仇於俳句

是最好不過的事，可是民間的諒解總勝不過一般霸權政治家

的洗腦手段。世界上無一天的寧靜，罪魁禍首是人腦，而是

生為人類躲不過的原罪。 

   其實，以漢語所吟詠而可以歸納為「漢語短詩」的短詩，

在漢語文化圈核心的現代中國領域內，也已有一、兩千年的

歷史，只是沒有受到特別的愛好而已。仿效日本俳句的十七

字「漢語短詩」，也曾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一時成為時興。

之後，於 1972 年中日兩國回復正式國交而邀請日本俳句代

表團至中國時，主人趙樸初氏在歡迎會場上，即興吟詠一首

十七字漢字短詩，這就是所謂漢俳的伊始，這一首短詩「綠

陰今雨來，山花枝接海花開，和風起漢俳」的最後兩個字就

是「漢俳」。 

   爾來，漢俳在中國國內迅速發展開來，於 2005年在北京

成立「中國漢俳學會」（2005.3.23）開始，接下來在中國各

地成立漢俳學會，漢俳在中國各地流行起來，近年來更因網



際網路的普及，同時對日本文化有興趣的年輕人也參與創作，

結果讓漢俳成為頗受歡迎的「網路文學」的一種體裁。 

最近的漢俳的流行，始於 2007年 4月 12日的「日中文化交

流年」，在歡迎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溫家寶的會上，溫家寶吟

詠一首漢俳。之後，剛巧迎合資訊氾濫時代的來臨，漢俳更

加速被中國一般民眾所接受，再一次引起新的時興。不僅於

中國，在日本的漢詩界也流傳起來，可不是俳句界，因為漢

俳究竟是漢詩的一種新詩型而容易吟詠。 

   與日文漢字的多音節不同，中文漢字是單音節文字語言，

因此如上述，漢俳比照日語俳句的十七音，訂為漢字十七字，

就顯出了整句的內容量（資訊量）變多的問題。 

   另一方面，日本的漢詩中的一種短詩「曄歌」則與日語

俳句相似，以漢字三四三的形式吟詠，剛巧與俳句的形式與

內容量相仿。 

   一般而講，要把詩翻譯成另一種語言，談何容易，比翻

譯一般文章難得多。但在俳句，因其短小簡單，反而有時候

使翻譯變成容易許多，而能達成翻譯成忠實於原句的另一種

語言的俳句，達成「信達雅」的最理想翻譯。因為俳句的詠

誦者和讀者之詩情、意境可以不同或不一樣是當然的事，反

而不允許翻譯者按照自己的讀法去做翻譯來鑑賞。以往的翻

譯者，因為硬要符合五七五的定型，反而在原句上錦上添花，

畫蛇添足，硬將原句的詩情變成翻譯者自己的詩情。 

   我們進入正題吧！我以「漢語/漢字俳句」為標題，是有

其理由的。將「漢語俳句」和「漢字俳句」兩句仔細思考時，

是有所不同。「漢語俳句」指的是漢語的俳句，也就是指在以

現時中國各地所使用的，或者是曾經使用過的漢語系語言所

吟詠的俳句。例如以現在的中國的標準語的普通話、或者與



其有相同言語學性質的漢語系語言如：台灣話、客家話、廣

東話、四川話、上海話、……等所吟詠的俳句。這些語言每

一個漢字都是一個音節、而書寫時都不用漢字以外的字。 

另一方面，就「漢字俳句」來說，日語雖然使用 2131字的新

常用漢字和平面媒體上所使用的 7000 多字漢字，但是要把

說的話書寫時，必須並用漢字以外的假名文字才能做完整的

表達。如果只使用日語的漢字書寫俳句時，那就是「漢字俳

句」而不是「漢語俳句」，因為書寫出來的「漢字詞」很可能

是日語而不是漢語，如果跟漢詩一樣使用「漢語詞」吟詠時，

那就跟漢詩一樣可能是「漢語俳句」。 

   同樣的漢字在漢語和日語之間所表示的意思，有時候有

很大的差異。例如：日語的「大丈夫」在日語中的意思，已

不是漢語文字上所表示的意思，而已變成「漢字日語」，是純

粹的日語。「大丈夫」在日語所指的意思是「安心吧，沒有危

險的意思」，但在漢語是「堂堂正正的男人，偉大的男人，……」

的意思，顯然意義完全不同。 

   在同是漢語系間，在文語時大致上的意思是可以互相相

通的，但是在口語上，指同一物或事時卻往往大不相同。如

日語的「お月様」、「お日様」、在普通話是「月亮」、「太陽」，

但在台灣話是「月娘」、「日頭」，是不一樣的。 

   還有，現在漢字的字形在中國、日本、台灣各地，也各

不相同。例如日語的「読書」、在中國話就寫成「读书」，在

台灣話就要寫做「讀書」，而其發音也完全不相同，在日語中

是「dokusyo」，在中國話是「dushu」，而台灣話則是「takkchu」，

是完全不同的發音。 

   押韻、平仄，確實在古時候，為了要吟詠詩詞，是必須

不可或缺的條件，但是因為其繁難反而變成為一般大眾之負



擔，以致敬而遠之窘境，結果中國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

產生了口語自由律新詩。 

   現在的台灣，還有中國，口語新詩（自由律）已成為主

流。愛好所謂傳統中國詩詞的人已不多，但是他們確是少數

的菁英詩人，菁英詩人不多，他們必須要有天賜的稟賦，和

耐心學習的毅力，而且需專心於此途，不可有旁務。 

   另外，諷刺的是，因為現在的「普通話」要押韻還好，

但要區別平仄時，很多人會覺得為難。原因在於北方語系的

普通話中，所謂的「入聲」都已編入四聲中了，因此要把每

一個字的平仄記住，對於了解詩詞已經是很困難的一般大眾

來講，在這個資訊過多，知識範圍廣泛又繁雜的現代社會是

難上加難的一件事。只能留給一小撮對古代文學有興趣且有

詩情天賦的人。 

 「中華新韵」是為了要彌補古音和今音間之不同而編的，

但也不是很正確。因為現存的有名的中國詩詞都是依據古音

而吟詠的，這樣在古代傳承下來的膾炙人口的名詩詞就會出

現與「中華新韵」的平仄不同的矛盾出來，又有部份人是依

據另一韻書「平水韻」的平仄，那又不一樣了。而且更諷刺

的是、台灣話中留下了不少漢語的古音，因此將古詩以台語

的讀音吟詠時，可以享受比普通話更富韻律的詩吟。又將日

語中漢字的音讀，以吳音來誦唸時，其發音比普通話更像台

語的讀音。 

   上述漢語的不同意義、形狀、發音，尋其源頭，都是從

古時候的漢字演變而來的。如果沒有古時的漢字就沒有現在

的中國文化、日本文化，更沒有片假名，沒有平假名，也沒

有萬葉假名。然而，反過來說，現在的漢語有很多是「和製



漢語」，是明治時代在日本所創造而反輸入到中國，例如：「經

濟」、「科學」、「哲學」…等詞就是。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為了使漢字的字劃減少，造出

了很多叫做簡體字的新漢字。這些新漢字之中有很多字改變

得與原有的漢字大不相同，並且只因發音相似，將意思完全

不同的幾個字，改為以一個字來表示，因而致使瞭解文章的

不便和混亂，導致了社會的反彈，也致使第二階段的簡體字

改革在公佈（1977）後的第九年（1986）不得不取消的結果。

另一方面，也有不少日本漢字，跟戰前的漢字不同了。（在中

國、現在民間一股回復原有正字的氣氛正在醞釀蔓延，社會

是時時刻刻在轉變，而一般大眾的想法也在變……，有關繁

簡字之爭之議論，網路上屢見不鮮，還有面子問題。） 

應該如何來克服「漢語/漢字」的多樣性內涵而吟詠為「俳句」

是一個問題。不能因其多樣性而忘記「短小」和「瞬間的感

動」的俳句的真髓。如何才能將瞬間的感動，以適當的最短

的音節表示出來，那個最短的音節是多少，是我們必須摸索

出來的目標。 

   有關漢語俳句的字數，現在我覺得十個字最適合，然後

要如何來將那十個字排列出來是一個問題。結論恐怕是三四

三、三七、五五、七三、……都可以。而十個字是基準，並

容許前後一兩個字的多餘或減少。漢語俳句，既然是詩就應

該有韻律、節奏，而要採取前述的三四三、三七、五五、或

七三的哪一種就要看每一句的發音的律動來決定。尤其漢語

的讀音每一個字都有聲調，又因地域語言的不同而其聲調也

不同，隨著其韻律也就不同。如果要講到自由律時，前述十

個字為基本而前後可以加減兩三個字也就算了，如果再將字



數無限制地增加時，那是「自由律詩」而不是「俳句」了，

這就不合於「適當的最短之詩」的俳句的核心意涵。 

   不要以字數來做約束，也許有人會這麼說，不過日本的

俳人秋元不死男曾經說過，在某些程度被定型綁住，也是俳

句之所以為俳句之緣故的說法，我想是可以理解的。秋元氏

也說過、俳句的定型原來是以文語為基準而訂的，當以口語

吟詠時，多多少少會覺得有些阻礙、狹窄難行……。 

   因此我的結論是，俳句、漢詩和中國詩詞都是同屬於詩

的族類，不過，是不同的詩型，這是很清楚的。而現在盛行

的「漢俳」，其本質上，不能說是等同「俳句」的類型，但是，

確是真正的新型的中國短型詩詞的一種。 

   我也吟詠日語俳句，而日語俳句在台灣繼續成長的希望

越來越渺小之時（沒有說絕對不可能），我正在摸索，做為真

正的漢語俳句（不是現在所謂的漢俳）之一員，也是世界的

俳句的一員的普通話、台灣話、客家話、廣東話、…… 俳句

（普通話俳句、台灣話俳句、客語俳句、廣東話俳句、……）。 

   如果能夠成功時，拙文中的「灣俳／台俳」、「粵俳／廣

東俳」、「客俳」、「滬俳/上海俳」，還有漢字文化圈內各地語

言的俳句就會誕生，實際上已經誕生了。我所指望的「漢語

俳句」不是以日本俳句為模範或模仿日本俳句，而是汲取日

本俳句的真髓、本質的世界俳句之一員的「漢語俳句」，且是

在其系列下的漢語系各語言的俳句，「普通話俳句」、「台灣話

俳句」、「廣東話俳句」、「客家話俳句」。普通話、台灣話、廣

東話、上海話……都在同一層次，並沒有上下主從之別，但

絕不是現在的「漢俳」。 

   在網路上找了一下「灣俳」，使用純粹的台灣話吟詠的俳

句，很可惜，沒有想到，看到的很多是使用完全與所謂的「普



通話」相等詞彙的「灣俳」。這是因外國人的一個小小的會錯

意所致。究其原因，猜想恐怕是因為台灣的俳人黃靈芝主張

過「灣俳」宜以七到十二個漢字較適當的關係吧。 

   不過，黃氏並沒有錯啊。他是一位真正了解日本俳句的

真髓、本質的俳人。他說的是，如果以「漢俳」的十七個漢

字吟詠時，內容量會過多，所以主張要吟詠灣俳時，應以漢

字七到十二個較為恰當。可是，大概是其本意被會錯意了吧，

以為相對於十七個漢字的「漢俳」，七字到十二個漢字吟詠的

漢字俳句是「灣俳」。可能是，外國人以為在漢語文化圈內，

漢語所表示的意思都是相同的，只有發音不一樣的結果。其

實，例如日語的「床(ゆか)」、普通話叫做「地上」、台灣話

就叫做「土腳／足＋交」，是完全不同的。實際上，在漢語文

化圈內，以文語吟詠漢語詩的時候，大致上是可以相通的，

但是以口語吟詠就有不少場合，意思不通或是完全不同的。

同樣地，漢語與日語之間，也有不少文語的意思完全不同的

情形，因而常常會引起很大的誤會。另一個對於黃氏的「灣

俳」一詞的誤解來自黃氏的「灣」字的意義，黃氏所要講的

意思是「台灣地域」的意思，是在台灣這個地方所吟詠的意

思，所以可以包括各種語言，如現在有所爭論的「台灣文學」

包括哪些語言所書寫，有相似的味道。 

   另外，台灣話的聲調有七個聲調，比普通話多三個聲調，

而且在會話、讀書或吟詠時，前面一個字的聲調一定會變調，

因此外國人聽台灣話的時候，有些像聽音樂似的。反過來，

以台灣話歌唱的歌，很難分辨歌詞，需要使用字幕來幫忙。 

有關「灣俳」另一件讓我灰心的事實是，現在台灣的大部分

人因為過去政府的強制語言政策以致不懂真正道地的台灣

話，或將普通話隨便當做台灣話來參雜使用。我就碰到一位



研究在台灣的俳句活動的日本教授磯田一雄，他說台語是幾

種語言混在一起的，起初我不了解其意，他拿他跟一位台灣

年輕日本文學博士（碩士？）對吟的「連句」（俳句的一種，

兩個人以上，一人一句，連著吟詠下去）給我看。他指出那

年輕博士的句子裡的用詞，有時候是台語，有時候是華語。

其實，明明有台語詞，可能因她不知道， 就用華語詞，或者

不知不覺中用華語詞，有時候還夾用日語，充分反應出，現

在年輕台灣人使用語言的實情。這種情形在寫小說，反應台

灣的實況時倒是無所謂，或有特殊用意，特意要這樣引用時

也無可厚非，有其必要，但只因作者自己不知道台語，不認

真去學母語而造成這樣的結果時，則不能接受，而且這些台

灣人卻不覺得自己不知道自己的母語為恥，更是悲哀之極。

磯田教授的結論是，現在的台語是這樣由混雜幾種語言而成

的，因此「灣俳」也應該是幾種漢語的混血兒。我可不能贊

成，這是台灣年輕人不願學自己的母語所造成的結果。我非

常傷心，當自己人為固持己見互相殘殺時，自己的純真母語

卻正在消滅。我解釋黃氏的「灣俳」的意思給他聽時，難得

最後磯田教授似乎有所了解而說，他一向的論文對「灣俳」

的定義是這樣定義的，已無法收回或做改變，但他說他下次

寫論文時會提起「灣俳」一詞有另一種定義，是以所使用語

言來定義。是的「灣俳」有兩種解釋，一種是表示地域，一

種是表示語言，我在俳句所言的「灣俳」或「台俳」是語言

上的分類。 

   日本的吟詠漢詩和俳句者，不妨試一試日人所創制的十

字左右的「曄歌」，而且多考慮俳句的詩法，我想應該可以吟

詠不是十七個漢字的「漢俳」短詩，而是十字左右的真正「漢



語俳句」。當然是可以不考慮一定需要季語和客觀寫生的規

範。  

   其實「漢俳」並不是只有我不認為是「俳句」之一類，

在中國早在 1995年就有朱實，因 1949年的台灣師大四六事

件，為躲避國民政府的追殺，流亡中國的台灣學者（前岐阜

經濟大学教授/上海俳句漢俳研究交流協會會長），就已提出

同樣的認知，而日本的漢詩人中山逍雀也指明「漢俳」與「俳

句」本質上的不同，而他的同僚今田述在「國際俳句交流學

會」上的《世界的俳句情況》中的中國篇中，介紹「漢俳」

之發展情況時也多次提到漢俳和俳句只有在五七五音調上

相似而已，也提到中國的詩人專家如林林、林岫和鄭民欽及

林岫於 2013年所編輯的 <中國漢俳百家詩選> 中都說漢俳

和俳句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種短詩。 

   「漢俳」確是近三十年來在中國興起的新型漢詩，因為

其簡易沒有古體詩那麼繁雜的約束，可以自由發揮，在這資

訊繁多，知識廣泛繁雜的現代社會活動中，也就廣受一般大

眾的歡迎青睞是理所當然，也值得推廣學習，可是不能就此

因為名稱上帶有一個「俳」字，就把它認為是俳句，如果硬

要把「漢俳」當做是俳句的話，那西洋語系的「HAIKU」不知

更要接近俳句的本質多少倍。又關於漢語俳句在台灣自 1945

年改朝換代迄今已有關於日語俳句的造詣匪淺的台灣俳人 

(詹冰、黃靈芝) 吟詠實質的漢語俳句的事實要如何處之，其

實吟詠所謂「漢俳」的中國詩人翻譯的日本俳句中，有不少

是真正屬於「漢語俳句」的佳作，這樣又如何處置這些佳作。

坦白說中山氏所創造之「漢詩曄歌」比「漢俳」更像「漢語

俳句」，而實際上我已在《世界俳句協會 2011》年刊上看到

同為今田氏及中山氏所屬「葛飾詩社」的同仁所吟詠的「曄



歌」有六、七首。最近我在東京碰到留學日本十年，專研日

本古代詩歌，本身又是自小（三歲）就被稱唐詩天才兒童的

金中博士（現陝西西安大學外語學院日本文學教授），他提出

翻譯日本俳句為「一詞加一句型式」，整個漢字字數為七～十

個字，內容節奏和內容量以及詩法皆合乎俳句的本質，沒有

像過去很多翻譯者，擅自添加的冗字冗詞，而保留俳句留白

的原貌，他的論文中列舉許多以往的翻譯例句做比較討論，

他的意見與黃靈芝和筆者的意思都完全相吻合。 

   另外，在石倉氏的部落格也看到「漢俳は錦上添花の俳

句かな」（漢俳是錦上添花的俳句）的名句，不虧是十年吟詠

三萬首漢詩的漢詩人，一點都沒有錯，漢俳不只可以說是「錦

上添花」的俳句，也可以說是「畫蛇添足的俳句」。並且中日

雙方詩人都共同同意漢俳翻譯成日語時以短歌最適當，反過

來要將日本短歌翻成華語時以漢俳較適當。 

   當我本身要吟詠日本俳句時，我會因時機、環境條件，

選擇以無季、自由律、定型、有季等各種不同形式來吟詠，

而這個態度、對於漢語俳句時也是同樣的。 

   「漢俳」這一詞，中、日雙方已有共同認同的定義，而

且也已有很多佳作，且為大家所愛好，因此應該以「新而短

的三行新型中國詩詞」流傳下去。但是基於日本俳句的「世

界俳句」之一員的「漢語俳句」，我想吟詠以十字為基準而前

後容許增減一兩個字的「俳句」較適當，因為十七個漢字做

為「俳句」實在是內容量或資訊量是過多，不得不加一些違

反「俳句」本質的冗字/詞上去。 

   中國已有很多出名的「漢俳」作家，其作品也被介紹到

日本，如林林、林岫、李芒、鄭民欽、曉帆、趙樸初等，他

們也翻譯不少日本俳句為「漢俳」，不過他們所翻譯的日本俳



句的漢俳中，有些確是具有俳句特質的「漢語俳句」，是不同

於「漢俳」定義的「漢俳」。 

   再來，其命名就成為問題了。因為「漢俳」非留給已成

定局的新型 575定型漢語新型短詩不可，需要找其他詞句如: 

「漢字/漢語俳句」、「中俳」、「漢語 haiku」、「Mandarin 

haiku」、「漢普俳」……等等。也許「漢語俳句」是最恰當的，

但最後的落腳點是……。 

   最後將本人的關於「漢語俳句」、「漢字俳句」的結論，

整理如下： 

   首先，「俳句」是以語言可能表現的接近最短的「詩」。

其內容、本質則以基於江戶時代的「俳諧」的本質而由子規

所規範的「俳句」的定型為基準。 

但是， 

●世界各地域語言的俳句，則是各種語言的適切而最短的音

節數的短詩，而是關於人生的全部的瞬間的感動的詩情－不

問大自然的寫生、人事、倫理、論理、哲學，也不論主觀或

客觀，且有留白的詩。 

●以漢字或漢語所吟詠的「俳句」統稱為「漢字俳句」或「漢

語俳句」。即給「漢字」和「漢語」雙詞，含蓋前述區別為「漢

字」和「漢語」的雙方意義。 

●「漢字/漢語俳句」是使用可能最少的漢字，以各地域的語

言（字形、詞彙、發音）所吟詠的關於人生全部的感動，就

是大自然、愛情、情理、人事、論理、倫理、哲學等，主觀

的瞬間或客觀寫生的感動，而留下「讀」－「鑑賞」的空白，

吟詠為一行或三行的短詩。



・「漢字/漢語俳句」並不限定為日本「傳統俳句」所定義的

「客觀寫生」。 

・日本俳句的季語不是必要的。

・字數暫時以十字為基準，合於節律時，允許前後一兩個字

的增減。不問漢詩的押韻、平仄、可用文語或口語或文白混

用。 

●「漢字/漢語俳句」雖然都使用漢字，但在使用漢字的廣闊

漢字文化圈內、因各地域使用語言的、發音、意思、語法或

字形上的不同，各語言各有其特性，因此各語言的俳句，有

必要各自命名。  

例如： 

A)「華語、普通話俳句；華俳/普俳」、「俳句(華語、普通話)」

是指中國普通話的俳句， 

 「台灣語俳句；灣俳/台俳」，「俳句 (台灣語)」是指台灣

話的俳句， 

「客語俳句；客俳」，「俳句 (客語)」是指客家話的俳句， 

 「廣東語俳句；粵俳」，「俳句 (廣東語)」是指廣東話的俳

句， 

B) 同様，以世界各国語言吟詠的俳句命名如下：

「英語俳句；英俳」、「俳句（英語）」

「フランス語俳句；法俳」、「俳句（フランス語）」

「ドイツ語俳句；德俳」、「俳句(ドイツ語)」

 「リトアニア語俳句；立陶宛俳」、「俳句（リトアニア語）」 

其他也都仿效上述的方式命名。 

C) 英語表記則如下：

「Mandarin Haiku or Haiku(Mandarin)」,

「Taiwanese Haiku or Haiku (Taiwanese) 」,



「Hakka Haiku or Haiku（Hakka）」, 

「Cantonese Haiku or Haiku(Cantonese) 」,  

「English Haiku or Haiku(English) 」,  

「French Haiku or Haiku(Fr0ench) 」,  

「German Haiku or Haiku(German) 」,  

「Lithuanian Haiku or Haiku(Lithuanian) 」 

 ………。 



   發源於日本的俳句，現在以「俳句」、「HAIKU」之名在

全世界，被使用各種語言的人所接受，可是在俳句的發源國

的日本則怎樣呢? 有不少喜歡吟詠俳句的人，都以為俳句非

用日語，並非以有季定型、花鳥諷詠之型態吟詠不可，甚至

還有人企圖以各種方式要迫使主管教育當局規定非這樣不

可，但是實際上的創作並非如此，有季、無季，定型、自由

律，花鳥諷詠、人情世故，時事、社會，客觀寫生、主觀感

動，思想、倫理、論理、詼諧、人生探討都有。   

   「HAIKU」是以日語以外的語言所吟詠的俳句，包括僅以

漢字所誦詠的「漢語俳句」在內，並且已經普及到各國各種

語言，但有關其定則並沒有一定的規範，只是以世界上最短

的三行詩的理解而被接受。 

   講到外國語，就會想到重音，因此會有人會關心到重音

如何的問題，但是也有人不關心。至於季節的問題南半球和

北半球完全相反，又因不同國家或地域而大不相同，也有沒

有季節之分的地域，因而有些人就認為根本就不需要有共同

的季語等不同想法的人。另外也有人認為， 即使使用季語也

沒有季感， 而失去季語本來的意義而不使用的人也不少，但

是另一方面也有人仿效日本所謂傳統派而勉強使用季語的

人，但卻沒有季感。也有人不使用季語但使用跟平常生活、

社會有關的關鍵詞 (keyword) 以代替季語。 

   不管如何，「Haiku」已以短詩的一類型傳開到全世界。 

以英語為主有歐洲各國語言的俳句，在亞洲也有以各國語言



吟詠的俳句，尤其漢語系各國則以漢俳的形式呈現，而在中

國更受到一般大眾的歡迎，但是如在後面提到，「漢俳」的

確是一種新型短詩，但是絕不是俳句。  

   在日本明治時代，當子規開始提倡客觀寫生的時期，在

西歐已有由日本傳來的芭蕉和一茶的發句(俳句)被翻譯成

西歐各國語言而正在風行。這證明了俳句的正確翻譯且不損

傷其詩的內容的可行性。這當然是要除掉日本語特有的語音

相關詞和文化的記憶事項而言。歐洲理事會的何爾曼凡倫布

伊常務議長，則甚至出版過其本人的俳句集。 

   這些暫時不提，在這一小文，要在廣義的俳句（HAIKU）

的立場上來談有關台灣的俳句情況。 

   究竟台灣的俳句情況是怎樣呢? 則跟其他各國有相當

大的差異。因為台灣有五十年期間 (1895~1945) 曾為日本

的統治地的歷史。  

   在台灣的日本語教育是由伊澤修二等人開始實行。雖然

最初曾發生過有六位教師遭受原住民的襲擊而慘死的悲劇， 

但漸漸地經由小學校、中等學校、高等學校、師範學校、各

種專門學校乃至有帝國大學的設立，直到終戰當時，50年來

接受日本語教育的人口日增。在 1900年時期，台灣的總人口

數約為 300萬人， 據終戰前二年的 1943年 (昭和 18年) 的

統計，總人口數已增至約為 600萬人，其中日本人約為 60萬

人。台灣人兒童的就學率 (義務教育) 是男性 93%，性 85%， 

比起 1920年代 (大正後期) 的 33%有大幅度的增加。此外在

本島內無法上學的多數台灣人學生，則到沒有受限制的日本

本土學校上學。總而言之，終戰當時，1910年以後出生人口

中，以上所舉的人都是有能力使用完整的日語的事實。 

 在此我想說的是，當以終戰為標界觀察時，受過中等學



校教育的台灣人如果想吟詠俳句的話，都具有跟日本人同樣

的能力，因此在那時間點，尤其在終戰之前 35年間在台灣的

俳句情況，不論日本人或台灣人，跟日本本土是沒有兩樣的。 

   有關台灣於日治時代的俳句情況，近十年來，在台灣或

在日本專研日本文學的本國人士或對於台灣的日語文學有

興趣的日本人士，已有不少整理研究 (阮文雅、沈美雪、 蘇

世邦、周華斌) 外，有日本人的島田謹二、阿部誠文、磯田

一雄等也有所介紹。 

   在本文中，將就日治時代的俳句事項，引用上述幾位研

究者的論文，至於戰後的俳句和 HAIKU以及台灣人跨語言世

代的情況，則由筆者來敘述。 

 子規於 1897年(明治 30年)提倡客觀寫生，並指導「ホ

トトギス」的創刊。根據沈美雪的研究，俳句在台灣發展的

情形，是新舊兩派差不多在同一時期進入台灣。初期的台灣

俳壇只有日本人參與， 擔任『台湾日日新報』俳句欄:「日々

俳壇」的評選者高橋窓雨等舊派主持人所領導， 但不久當子

規的高徒渡邊香墨到台灣任職後，隨著贊成子規的俳句革新

的人士也增加，至『ホトトギス』俳句誌刊創刊（1897）的

第二年，已經在俳誌上可以看到有住在台灣的俳人的投稿。 

   高橋窓雨於明治 30年 (1897) 年 6月到台灣， 隨著於

明治 31年 (1898) 『台湾日日新報』創刊發行，明治 35年

(1902) 4 月，另有以村上玉吉(神洲)為主持人的文藝雜誌

『台湾文芸』的出刊。『台湾文芸』雖然不是俳句專門刊物， 

但內容以刊載俳句作品為主，另外也有短歌等作品，但在同

一年的第 5號就停刊了。『相思樹』俳誌是由ホトトギス - 

hototogisu系的結社「竹風吟壇」的同人為主体，於明治 37

年（1904）發行的俳誌。『相思樹』俳誌的選句者香墨、鳴



球、李坪三人就是藉『相思樹』造成明治時期台灣俳句基盤

的先人。更在台灣俳句的作品上可以看到跟異文化的交流和

融合，開始研鑽台灣特有的季題的也是這些『相思樹』的俳

人，於明治 43年(1910) 出版的李坪的『台灣歲時記』就是

其總成果的呈現。另一方面，在明治 40年代，當河東碧梧桐

所提倡的新傾向俳句席卷日本全國的當時，借河東碧梧桐來

台灣的機會，李坪、空鳴等人所發起的綠珊瑚會轉向為碧派

的俳句會，並朝向碧梧桐所提倡的新傾向俳句，力求摸索脫

離固定的季題趨向。相對於此，『相思樹』的同人雖然對新

傾向也表示有興趣的一面，仍然標榜的是 hototogisu 系的

俳誌，而批判綠珊瑚會。大正時代的台灣俳壇，以諏訪素濤

為中心的河東碧梧桐系「新傾向」俳句風靡一時， 曾發行

『熱』、『麗島』等詩刊， 但是至大正 9年有『うしほ』，

繼而在 10年有山本孕江主持的『ゆうかり』創刊後，昭和初

期的台灣俳壇進入「ホトトギス」派的「ゆうかり」的全盛

時代。 『ゆうかり』是代表昭和時代台灣俳壇的俳句句誌， 

也持續 (大正 10．12 ~ 昭和 20．4) 了最久。初期的句刊

選句者為之前來台的「ホトトギス」的佐藤夜半。 

   蘇世邦以登載於『ゆうかり』的包含「椰子」的句子來

做分析，以探求「椰子」在台灣俳句中的本意， 而考察了對

於台灣俳句，虛子的「熱帶季語論」有甚麼意義， 結果認為

雖然季題與現實之間本來就有差異，但在台灣因氣候風土的

關係，其差異更大， 因此虛子將「熱帶季題」當作夏季是為

了使 「季題」 和 「客觀寫生」(花鳥諷詠) 能兩立而為的

作為， 究其根源是為了擁護傳統之緣故。 因為，虛子認為

「在日本本土所興起的俳句，無論如何應以本土為基準， 而

其歲時記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因此認為熱帶事物應該總括為



夏季的事物，不然會擾亂本土的季題的概念」。可是對住在

台灣的俳人而言「熱帶季題」和「客觀寫生」是不能兩立的， 

因為想要吟詠就在眼前的具有春或秋季季感的事物時，如要

依據「熱帶季語」吟詠時，就不得不以夏季的句子來吟詠以

致違背了事實。在台灣的俳句的季題、季語當然不同於日本

本土，台灣有台灣特有的季語、即使相同的季語，與日本的

季感有所不同。 

   有關台灣的歲時記只有兩本，一本就是前面提到的小林

李坪的『台灣歲時記』，這是在日本統治時代所出版的唯一

的一本。第二本則需等到戰後 2003年，由台灣人黃靈芝所編

著的『台灣歲時記』的出版。 

   小林李坪的『台灣歲時記』的結構由春秋夏冬所構成， 

並沒有像平常的歲時記依月份做分類，且又依據農曆來做分

割，而沒有把一月放在春天。季題的分類由人事、動物、植

物三類所構成，而沒有收入天文、地理等項目。 依四季來看

夏天多而冬天少。依事項觀察則植物和人事多，但動物則極

端地少，另外關於粟祭、媽祖祭典、孔子祭典、關帝祭典等

祭典有相當詳細的解說。李坪將在水邊的洗衣當作台灣特有

的風俗而做為季題，不過這些情景也已不復存在了，可見季

語的本質會因時代的變遷而有所改變。其實台灣也有四季的

變化，久住台灣就會感覺出來，又即使是同為台灣，在島的

南北也有不一樣的季節感。 

   台灣的第二本歲時記『台灣俳句歲時記』必須等到日本

人離開台灣 59年後的 2003年才出現。內容共收有 396項的

台灣季語 (正題季語)，並且各有 8句例句和解說， 就語言

論台灣話的季語有 220 項，佔過半的數目，日語有 161 項，

客家話有 2 項，另外有華語 13 項，可說是包羅並反映台灣



多種語言並存的實況。分類則分為: (一) 人事、(二) 自然

天文現象、(三) 自然動物、(四) 自然植物四大類， 季節則

不以春夏秋冬作分項，而是以暖和時分，酷熱時分，涼快時

分，寒冷時分來分項。依據蘇氏，黃靈芝的『台灣俳句歲時

記』過於遷就「寫生」以致引起「季語」與「現時的風土」

之間的有差異的結果，並且對於這些季語並沒有產生相對的

季感。因此成為問題的是「台灣季題」的「文化性記憶」的

問題。台灣人有台灣人的「文化性記憶」，跟日本人的「文

化性記憶」有相同的地方，也應該有不同的地方，因此想在

台灣吟詠俳句，需要探討台灣特有的「文化性記憶」。 

   日語俳句:俳句起源於日本，所以最初當然是使用日語

吟詠的。當明治維新後，國際交流開始時，自然就有文化的

交流，而俳句在所謂最困難的詩詞的交流中，卻很快就流傳

到世界各地，其原因呢? 如果是以虛子的嚴守有季定型、花

鳥諷詠的所謂傳統派的規制時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世界的

詩人卻依他們的會意去解釋俳句的本質，而以世界各種語言

去吟詠他們所會意的俳句就是『HAIKU』，但這些 HAIKU的本

質是否就是傳統派俳句的本質就沒有客觀的定見，也就不得

而知。坦白說所謂傳統派的規制是否就是俳句的本質，也是

成為問題的問題。這個有關俳句的本質的問題，不只存在於

『HAIKU』，在原產地的日本國國內也是存在的問題。只是大

家在糊里糊塗中，將傳統派的說法囫圇吞棗地吞下去而已， 

事實上尚有很多問題沒有說清楚，大家隨興各自做解釋，說

服自己而已。 

   那麼， 在台灣究竟是怎麼樣呢? 上述的季語、季感、熱

帶季語等，除了與季節有違和的問題外，台灣人跟日本人之

間即使是使用同一季語，在內容上也有所不同。日本人只是



吟詠描寫周圍自然界的花鳥為主，但是台灣人則多吟詠跟每

日生活有關的事物和人事，就是直接吟詠到人的居多。當戰

爭開始時，就多吟詠所謂的戰爭俳句。 

   這個時候的台灣俳人中， 有台中商業學校的老師阿川

燕城，他培養了多位台灣俳人。台灣人俳人有王碧蕉

(1915~1953)、賴天河、吳新榮 (1907~1967)、 郭水潭

(1907~1953) 等人。 王曾說過:「俳句是日本的國民詩，而

且即使相信其能弘通於其他民族，但是為了俳句要廣為普及， 

有叫做季語的緊箍咒在阻礙其弘通」。 

   於 1945年，與戰爭的終結同時，台灣的知識份子一夜成

為文盲。最初一年還好，因為還可以使用日本話，但自從第

二年起日語成為絕對禁止的狀況。之前使用日語從事文藝活

動的人們，除了丟掉筆放棄，或把華語當作外國語來學習外， 

已沒有生存之路。然後就是 1947年的二二八大屠殺，跟著

而來的白色恐怖和持續 38年的戒嚴令(1949~1987)，眾多台

灣知識分子消失於黑闇中，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台灣人，巧

妙地優游在時代的漩渦中抓到利權， 一轉身變成高官富豪，

這些都是世間常有的事，不值得特寫，而在此間日語的命運

也有浮沉。 

   1950 年代日語是絕對的禁忌，直到 1960 年代的後半才

有了稍微的緩和，而留學日本也稍見有開放的趨勢，但是日

語書籍的輸入仍然有嚴格的規範，必須通過當局的檢閱，例

如連英日辭典都要經過每一頁的檢閱，<人民共和國>、<蒙古

人民共和國>等英文單字都使用黑墨塗銷，在當時算是貴重

的朋友贈送的十二張 LP 唱片，都一張張以銳利的刀片很認

真仔細地給予割傷，結果沒有一張能夠放唱，只得全部丟棄。 

 至 1970 年代才准有在私立大學設立日語系，而在國立



大學的日語系的設立則要等到 1994 年的事情。在那時候民

間的日本熱早已沸騰不可遏止，年輕人夯日本的電影、書籍、

歌謠、唱片、錄音帶等稱為「哈日族」，而且在大學專學日

語、日本文學的學生數開始凌駕於其他外國語言，要到日本

留學的學生也一直增加，這些人就是前述對有關台灣的日本

短詩文學的研究有貢獻的年輕人。 

   話說回來，一夜成為文盲的文藝作家或愛好者之間，雖

然有人放棄拿筆，但有更多的人重新握筆從第一步，開始向

新的語言挑戰，並且很多人克服了障礙。這些人就是所謂跨

語言世代的人們。詹冰、巫永福、陳千武、林亨泰、傅彩澄、

蕭翔文就是俳句界的耍雙刀(雙語)的達人。黃靈芝則是主要

吟詠日語俳句，但後來也嚐試吟詠漢語俳句。最受大家注目

的是，他開始吟詠日語俳句是戰後的事情，且是戰後台灣唯

一的日語俳句結社的主宰 (主持人)， 將在後面另闢一欄做

較詳細介紹。 

   詹冰: 有關吟詠俳句，第一位想提到的是詹冰。詹冰本

名詹益川(1921~2004)。自從中學生時代就喜歡上詩歌，就讀

台中一中時就應徵俳句的徵募而得獎。之後，進入東京的明

治藥專而成為藥劑師，但在留學期間仍努力於詩作，也以文

面師承掘口大學。1944年回台後不久，就因終戰，不得不將

已習慣的日本語詩作轉換成華語，但終能克服困難，終生繼

續以華語從事詩作，留下很多著名新詩和兒童詩作。在此需

要特別提到的是，他創造了以漢字十個字吟詠的漢語俳句， 

並取名「十字詩」。真不虧是俳句達人，關於俳句的定義、

本質、結構、詩境、詩情等，跟黃靈芝同樣，因對俳句的本

質有深入的了解，沒有將漢語新型詩型「漢俳」誤認為俳句

的憾事。 



   朱實 (瞿麥): 也是台中一中的學生，與文學青年張彥

勳、許世清等人於 1942年發起文藝團隊，而於 1944年將要

畢業前取名為「銀鈴會」，並刊行會誌「ふちくさ -  緣草」， 

內容包括詩、短歌、俳句、童謠等創作，所使用語言初以日

語為主，但從 1945年隨時代變遷變成華語。於 1949年 4月， 

因「四六事件」的發生，遭受當局的搜查後，會員各自逃散

世界各地，有被捕判刑者，有遭鎗斃者，有逃往島內各地藏

匿者，也有逃往中國者。朱實當時是台灣師範學院 (後改名

台灣師範大學) 的三年級學生，因他很機警，及早察覺逼近

的身命危險，逃往中國成功。後來在中國從事文學活動，對

於俳句、漢俳在中國的發展有很大的貢獻。他在中國使用另

外的一個名字「瞿麥」就是朱實。周恩來訪問日本時擔任翻

譯的是他朱實。於 2008 年 6 月 20 日的「北京周報日語版」

有關於他的記載:「1992 年 4 月，日本傳統俳句協會訪問團

一行 40多人，在伊藤柏翠副會長的率領下，以瞿麥氏為副團

長兼講師訪問北京、西安、桂林觀光後，在上海的花園飯店

以『中日友好漢俳‧俳句交流會』名稱開會。 (中略) 瞿麥

氏所開拓的中日漢俳俳句交流之路，將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

留下光輝的一頁。 

   朱實曾於 1994年回到故鄉台灣， 並且會晤了「銀鈴會」

的舊友。舊友蕭翔文在日文短歌同人誌「たんがら」留下一

文懷舊。朱實也在日本早稻田大學、二松學舍大學、神戶學

院大學、岐阜經濟大學擔任過中國文學客座教授。他可以說

是投身世界激流漩渦中的，台灣的跨語言世代的世界俳句界

俳人。他的俳句中有: 

 半世紀時空を越えて秋思かな 

 長かりしタイムトンネル時計草かな 



 (半世紀 超過時空 是秋思) 

   (過長的 時光隧道 時鐘草)—筆者拙譯 

的句子。 

 黃靈芝、台北俳句會: 話說戰前台灣的俳句或短歌的結

社，都以日本人為主。處在跨語言世代的處境中，繼續使用

日語的 一群人，研究者把他們稱為「日本語族」。在這些「日

本語族」一群中的黃靈芝尤其突顯，他生於 1928年，本名黃

天驥。他驅使比日本人造詣更高深的日語親近俳句，而自

1970 年之後，44 年來主宰戰後唯一的有組織的日語俳句結

社「台北俳句會」。在 2003年由日本東京的言叢社出版戰後

唯一的日語「台灣俳句歲時記」，因為這些功勞業績於 2003

年受獎正岡子規國際俳句獎，更在 2006 年受獎日皇的旭日

小綬賞。他不只俳句， 還著有多篇日語小說，於 2006年日

人岡崎郁子將其一部分編成一本書名『宋王之印』（慶友社）

之小說集，在日本以黃氏的日語姓名國江春菁出版，又在

2012年有下岡友加編輯一本「黃靈芝小說選」，以黃靈芝之

名由日本廣島的溪水社出版。黃氏又長於雕刻，並於 1962年

在法國開展的第二次巴黎青年藝術展中，提出其雕刻作品

『盲女』參展而獲入選。 

   關於黃靈芝要特別提到的是，他沒有師承老師， 一切都

是自習學來的。他在自傳裡提到，在終戰後進入大學，但不

久即患肺疾而不得不休學，之後，也患過咳血等症狀，而後

一直長時間為療養肺結核躺在病床上。他看來似是不幸的人， 

但其實是一位幸運兒。他是一位在台南地方屬第一第二的 

資產家的么兒，上有八個兄姐，終戰後雖然短時間內，相繼

失去父母，但同時也繼承了龐大的資產和骨董玉石，再加上

天賦的藝術資才，讓他有能力一股腦兒購買將被遣送回國的



日人藏書家的龐大藏書 (貨車兩車，近千冊)。我可以想像並

解釋，他長期在病床上將這些知識財產，全部精讀並吸盡其

真髓，全部兌變成為己物  (他自己說是亂讀)。至於鑑賞玉

石的能力，則可歸於從家藏的骨董玉石獲得的實際經驗，加

上書本上得來的知識。他所寫的小說裡頭，常出現有關玉石

的事項外，他也常協助博物館的玉石的解說鑑定。他所具有

的藝術天賦之才，再加上其所承繼的資產，讓他有今天的成

就。他的博識多才從他的著述，和他的句評就可窺知其一二。 

要真正了解其句作和小說的真髓內容，只知悉他為一般人所

知悉的出身和經歷是不夠的，應詳知其成長生活環境背景才

能做到。就我所知有關他的作品的一般解釋是還不夠完整的。 

   根據阮氏的研究報告，台北俳句會創設於 1970年 7月， 

主宰的黃靈芝原為「台北歌壇」(後來改名台灣歌壇)的會員， 

緣於 1970 年的 6 月，遇見了參加在台灣舉行的亞細亞筆會

會議的川端康成、中河與一、五島茂和東早苗等日本的文藝

家，在談話中提起在台灣設立俳句會的問題，而這就成為台

北俳句會的濫觴。如所周知，當時的台灣還在國民政府的戒

嚴令下，不要說結社，連有關日語資料的流通都尚在禁止流

通之情況下，黃氏還是創設了日語俳句會，當時的嚴重性從

俳句會的命名也可略知。會員的居住地不只是台北，台中、

台南也有多人參加，可說全島都有，卻取名「台北俳句會」，

黃氏說:「實質上會員遍佈全島，當然會名應取『台灣俳句會』， 

但是當時『台灣』兩個字容易被誤解為叛國思惟，特別謹慎

避諱」。俳句會的進行方式大體上跟日本的結社相似。台北

俳句會的特徵之一是會員的平均年齡高。會員有道地的台灣

人、跟台灣人結婚的日本人、駐在台灣的日本人、住日本的

台灣人、住日本的日本人、住外國的人等等，至於職業則有



官員、商人、醫師、教授、教師、家庭主婦、公司員工、退

休的人等等各種行業都有，主要是由會員的介紹參加。在最

盛期的 1990 年前後，有 100 人左右的會員，而須特別提起

的是，起初是由 1969年就開始的「台北歌壇」分立出來的， 

因此最初有不少歌壇的會員參加，這在俳句會中有跨歌人和

俳人雙方會員的情形在日本是少見的，又當初有不少上述跨

語言世代的人的參與，如: 賴天河、吳建堂、蕭翔文、巫永

福就是，也有親子兩代一起參加的 (陳秋蟾、陳昭仁)，這些

人中又有多人出版自己的俳句集。 

   台北俳句會的句作，多為高齡者的述懷、歷史、生活、

語言有關、和有關人事生活的句子，黃氏常在句評中所解說

的花鳥諷詠的客觀寫生句反而不多見。同仁們的思想則為台

灣特質的兩大派都有，就是以台灣意識為主的台灣派和傾向

中國的國民黨派，據聞黃氏曾原則上禁止在會上談政治，但

會上偶而也可看到有關政治的句子。會方原則上每年出版

『台北俳句集』一本， 刊載有會員每人 20句的句子，不過

有些落後，至 2012年 8月才出版 39集，於 2010年 12月出

版 『台北俳句会四十周年紀念集』。很可惜的是『台北俳句

集』和黃氏的幾乎全部創作都是個人出版，不只是日本，連

在台灣也少有人知道。我不忍寶貴的文獻白白遺失，曾於

2009年極力進言補救，但不被周圍的資深高齡同人所接納，

只有 40周年紀念號在出版的前一天，緊急作成 ISBN (國際

書籍登記) 的登記事項成功外，之後的俳句集仍然回到原樣，

至為可惜但無奈。之後，筆者將 40 周年紀念號做成掃描， 

上傳放置在個人的網站 (似乎於 2012 年年底，年輕人接任

幹事後，在網路上也可以看到同人的作品)。 於 1980年另有 

「台北春燈句会」（現・春燈台北句会）的創立，雖然是會



員只有 10人左右的小型排句會， 仍維持到今天，不過會員

多與台北句會重複。 自 2011年年底，黃氏的健康有些微恙， 

要主持會也有些勉強，至 2013年，會務的幹事也因高齡，將

幹事工作交棒給自日本留學回國的年輕人。年輕人因會使用

媒體的新工具，俳句會事務工作的進行也方便迅速多了，但

是無主人的家還是有些寂寞，春燈俳句會也免不了有同樣的

苦境，都好像想藉在台、在日日本人的助力勉強維持，但如

果成為以日本人為主的局面，則不再是真正的台灣俳句會而

是學習日語或日本人的懇親會的場所，參加的台灣人則是為

磨練日語而參加，失去俳句會本來的真意涵。 

   外國語俳句（HAIKU、漢語俳句）、網路俳句： 

   於戰前獲得日本語短詩文藝教養，而戰後無法接受語言

變遷的台灣人成為「日本語族（人）」， 而其中的一小部分

人設籍在日本語短歌、俳句會創作，但是這些人是否只是對

於年輕時所學會的日語的懷鄉之情而已，我就不知道了，很

可能日本本國的俳句結社也是一樣吧。是否參與結社的人們， 

都因為處理不了多餘的閒暇，而以玩耍語言遊戲作消遣，來

參加句會消磨時間嗎?  

 歌人也是俳人的吳建堂 (孤蓬萬里、台灣萬葉集的編者) 

確有詩才，從他們的平常言行，確可感覺到詩人特有的個性， 

而沒有人敢置疑。關於吳建堂只有我才知道的軼事。他，論

醫學和年紀都是高我 4 年的前輩，在 1982 年的某一天，他

突然到醫院來找我，當時他是基隆市市立醫院的院長，我是

台灣省立台北醫院的院長，雖然互不相識，我真的被他的突

然的發言目瞪口呆了，他說: 「把你現在的院長職位讓給我

吧」， 我真的不知道怎樣回答才好。這樣一個超乎常識的要

求我怎麼能夠做回答，茫然應付一陣子後送走了他。我對於



他這樣單刀直入，無所介意的詩人性格，不是我這麼個凡人

所能仿效的言行，到了後來才能夠領會，當時我還不知道他

是一位歌人詩人又是劍道八段的達人。真是一位可敬又可愛

的天賦的詩人。 

   那麼， 在台灣，假如不是使用日語吟詠俳句，要用甚麼

語言來吟詠? 當然是台灣話，四不然就是台灣的公用語的外

來語台灣華語 (台灣國語，日本的外語大學很清楚地跟中國

普通話區別教授)。 隨著時代的變遷，黃氏也以漢語創作俳

句，不虧是領會俳句真髓的黃氏，當然以漢語 (台灣語、台

灣國語) 的俳句創作也絕不會離俳句的本質，是真實的漢語

俳句，只是，遵循非有季語不可的傳統俳句的主張，至為可

惜。但是講實在的，黃氏的所謂季語並沒那麼濃厚的季感而

大有夏石氏的關鍵語 (keyword) 的味道，這是到世界俳句

的通道，是真的 HAIKU，至少我是這麼想的。 

   黃氏使用過「灣俳」這個造詞，這是籠統來說包含在台

灣這個環境創作的俳句的意思，大致是與「台灣文藝」和「台

灣語文藝」之差異相同。黃氏在台灣創作過很多日本語文藝， 

但有不被一些人接受為是台灣文藝的不愉快經驗，因此將以

漢語創作的台灣俳句 (灣俳)解釋為在台灣創作的漢語俳句

罷了，但是我則絕對想說，台灣俳句是以純粹的台灣話所吟

詠的俳句，不只是漢字字數的問題，不然不符合現在全世界

所通用的 HAIKU 的觀念。黃氏於 1993 年，商請時當台北縣

縣長的友人尤清，在縣的文化中心開設漢語俳句教室，之後， 

設立了以漢語吟詠的台灣俳句會，以期一個也好，有這麼個

天才出現，可是結果好像沒能如期望。 

   除了黃氏之外也有人挑戰過漢語俳句，他們都是有國際

聲望的詩人，當然詩情、詩才無話可說，也有過明確打著俳



句的旗號的俳句集，可是好像很難說是俳句。原因很難說， 

我私自猜想，很可能是對於俳句的本質的了解或解釋不夠清

楚是最大原因，但是我也想到日本國內有關俳句的本質的論

說的不確定性也是一大原因。當被問起甚麼是俳句時，必定

先提出有季定型，並且不說那是廣義的俳句定義的一型，反

而強調，好似那是俳句的一切，這樣不懂日語的外國人就更

霧裡看花，不知所措，結果還產生了所謂「漢俳」的有一個

「俳」字但絕不是俳句的新型漢詩之一型，且頗受一般人歡

迎，這真的可不是很悲哀的喜事一件嗎?  

   關於漢俳不是俳句這一件事實黃靈芝、詹冰、朱實  (瞿

麥) 都曾有說明，筆者關於漢語俳句的想法登載另紙， 請參

考【呉昭新：《漢語/漢字俳句》―漢俳、湾俳、粵俳、……

とは？－『世界俳句』-2011 No:7、pp:101-113; 世界俳句

協会、日本 】。 

   黃氏之外，於 20世紀末期，在台灣的報紙的文藝欄也有

過一時的俳句熱，但沒有能維持長久，我的解釋還是對於俳

句的理解不夠是原因，如果要進一步究其原因，也是起因於

在日本本國關於俳句的定義的不確定性。在網上瀏覽時， 時

常會看到年輕人仿效中國的漢俳，以為是俳句而拼命學習。

將漢俳認清是漢詩的一種新型式來吟詠是好事一樁，但如果

將漢俳誤當作俳句，則是很糟糕的一件事，不過這兩三年來

也有在網上看到「漢俳比蘇俳更不像俳句」的留言，表示這

一群年輕人比其他的人，在某一種程度比較接近俳句的本質

（蘇俳是舊蘇聯的俳句，就是現在的俄俳)。自從我把拙文

『《台灣俳句》之旅』一文上載網上已有三年半，在網上的

訪客也已有 3000多人次，雖然不能說很多，但至少表是在台

灣也有些對俳句有興趣的年輕朋友，此外也有不少到有關俳



句、灣俳、華俳的文章的訪客。此外，也出現明顯地是因應

拙文，以客家話吟詠客俳的部落格，可惜的是仍然把漢俳誤

認為是典型的漢語俳句。 

 台灣俳句的未來： 

 台灣的俳句會 (台北俳句會，春燈台灣俳句會)， 以往

因高齡者居多，以致在網上的發展受阻，但自去年平板電腦

出現後，高齡者也較容易使用，似乎使用者也慢慢在增多，

在網路上的資訊的落後也應該會漸漸趨緩，可是要已經落後

的一群高年者學習較易學習的電電腦也不是哪麼容易的一

件事，最後所希望的是，台灣的年輕人會吟詠繼承黃氏所創

立，尊從俳句本質的 HAIKU以及漢語俳句。應了解有季定型、

花鳥諷詠、客觀寫生等所謂傳統俳句是俳句之一流派，但不

是全部，而會分辨這個事實是台灣年輕人應承擔的責任。 

 角帽の写真を飾り二二八   許秀梧 

（紅架桌 角帽相片 二二八）   (筆者拙譯) 

 二二八事件: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8C%E4%BA%8C%E5

%85%AB%E4%BA%8B%E4%BB%B6  

   主要参考文献： 

1) 沈美雪：『相思樹』小考― 台湾最初の俳誌をめぐって

― （日本台湾学会 報第十一号（2009。5） (全１４ペー

ジ）日本台湾学会報 第十一号（2009。5）（日語）

2）阮文雅： 異国人の日本語文学--台北俳句会の一考察；

植民地文化学会 2008年 7月 13日（日語）

3）蘇世邦：台湾俳句の季題について-「椰子」の句を例と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8C%E4%BA%8C%E5%85%AB%E4%BA%8B%E4%BB%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8C%E4%BA%8C%E5%85%AB%E4%BA%8B%E4%BB%B6


して（南台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97/碩士/097STUT0079004）

2009（全 141ページ）（華語） 

4）沈美雪：「漢字文化圏における俳句受容の現状と問題点

―台湾俳壇の歴史を中心に-」 2006 年 6月 3 日（『日本

台湾学会第八回学術大会報告者論文集』所収）（日語） 

5）沈美雪：「明治期の台湾俳壇について――俳句受容の始

まり――」 

『2007 年度日本語文・日語教育国際学術研討会会議手冊』

2007 年 12 月銘傳大学応用日語学系・台湾日本語文学会・

台湾日語教育学会 所収。（日語） 

6）沈美雪：「台湾に於ける俳句受容の始まり--俳句流入の

十年間をめぐって」 『明道日本語教育』第 2 期 2008 年

7 月 所収。 

7）磯田 一雄： 戦後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俳句の進展と日

本の俳句結社 

―『七彩』・『春燈』・『燕巣』とのかかわりを中心に―

東アジア研究（大阪経済法科大学アジア研究所）（日語）；

第 57 号， 2012 年， １－ 14ページ（日語） 

8）磯田一雄：黄霊芝俳句観の展開過程 －「台湾俳句」に

向かうものと超えるもの－(天理台湾学会年報 第 1７号

（日語）（2008、６）  

9）磯田一雄：皇民化期台湾の日本語短詩文芸と戦後の再生

ー台湾的アイデンテイテイの表現を中心にー(天理台湾学

会年報 第 19号（日語）   （2010、9）  

10）朱実：中国における俳句と漢俳；『日本語学』-vol。

14:53-62(1995)-明治書院-日本；（日語） 

11）夏石番矢：現代俳句のキーワード；『日本語学』-vol。



14:25-31(1995)-明治書院-日本；（日語） 

12）呉昭新：《漢語/漢字俳句》―漢俳、湾俳、粵俳、……？

－『世界俳句』-2011 No:7、pp:101-113; 世界俳句協会、

日本；（日語; 華語） 

 http://140。119。61。161/blog/forum_detail。

php?id=4047 

13）福永法弘 旧領の日本語俳句（平成２２年１０月）

（日語）  

http://www。geocities。jp/koyakkokoyakko/kyuuryou-

nihonngo-haiku。html  

14)劉淑貞『黄霊芝文学之研究―以《台湾俳句歳時記》為中

心』中国文化大学日本語文学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124

頁)．（華語）

15）阮文雅：中国語俳句における俳句記号の移植と変形

（華語）南台應用日語學報 第 7號 2007、11 

16）李秋蓉：詹冰及其兒童詩研究: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

料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華語) 

 (2013-08-10; 華語簡約版完稿) 

2017-08-31 加註。 

(黃靈芝先生仙逝半年前出版的黃靈芝小說集(2)中唯一的

未曾發表文章中，黃氏終於表示他對於俳句的解釋和天了解。 

我對於黃氏的瞭解沒有錯，他真正了解俳句的本質，為了不

讓弟子們失望，他隨和一般大眾對俳句的認知維護俳句會的

推展，但他本人對於俳句的真髓本質有徹底的了解，他說: <

他不臣服於季語，也不被 575 所綁住>(請參考另一篇拙文<

黃靈芝主宰的俳句觀>) 



Chiau-Shin NGO; 吳昭新; 瞈望 

   自從黃靈芝老師去世已經過了二年， 臉書如今一直在求

新，所以每年都將前幾年發表的貼文舊作，重現出來給大家

懷舊，當我重讀這些舊作時，不免想起當時的情景，甚覺人

情的薄弱和可憐。黃靈芝師的弟子們對於可以說是黃師一生

中的最重要的最後一個遺言（我不知道他們是否讀了）連一

絲兒反應都沒有。老師將自己一生中最渴望的尋求俳句的真

髓本質的心願隱藏起來，而為門徒們做起市井上很平凡的一

個普普通通俳句結社的主宰工作，而當老師吐露出真情時， 

弟子們卻一點兒感受都沒有。即使現在，也只是為了他們的

方便而繼續維持原有的結社，毫無實行老師的最終願望的跡

象，如此想隨隨便便麻麻糊糊就將俳句天才的老師，以一個

平凡的結社主宰就結束掉。誠如我曾經說過，俳句結社不過

是一個從日本回台灣的台灣人的日語復習場所和一個在台

日本人的聚會俱樂部。戰後台灣唯一的日語俳句社也不過也

是跟日本本國一樣的所謂的平凡的市井型俳句結社(菜市仔

俳句結社)而已，真的是可惜極了。 

 仔細想一想，問題的開始在於日本的俳人們沒有把<俳句

> (HAIKU)的定義搞清楚所引起的。在自己日本國內弄不清

楚倒是無所謂，一旦搬到國外就行不通了。雖然有很多日本

俳人知道所謂的<傳統俳句>是俳句的一個派別而不是全部， 

只是因為畏懼大眾取向主義(populism) 的影響而不敢大大

方方地講出來，就不得不嘆息了。 



   所謂的傳統俳句，是否真的是傳統是另外一回事外。所謂

的傳統俳句確實是日本特有，而且是日本才有的俳句的一個

派別，這是由來於日本特有的季節和思維，是由子規的兩大

弟子之一，虛子所創制的，而受到眾多日本人的喜愛，而是

日本大眾取向主義所造成的俳句的一種形式。然而，它並不

是俳句的唯一形式，而是俳句的許多派別之一而已。 那些將

它錯認為那就是俳句的唯一形式的人們，正在把自己的錯誤

的想法推向全國，不，全世界。四日本的大眾取向主義把世

界上的對俳句的認知，推向困饒眾人的環境之地。動不動就

把傳統俳句的三束縛拿出來炫耀。對日本的歷史習俗不了解

的外國人來說，這是毫無道理的。況且更有些自己不認知俳

句的本質卻自己以為很聰明的日本人，若有其事似的加以說

明解釋，並給予指導結果更使事情複雜困饒，而真正了解俳

句的真髓本質的日本人，反而被大眾取向主義所逼迫陷入窘

境，或為的是怕阻斷別人的生計(有不少俳句主宰是依靠做

主宰討生活)閉口不談或視而不見，我行我素，不敢說話。事

實上很多俳人並沒有理睬這些束縛而吟詠自己的俳句。  

   然而， 黃靈芝師是不同的，他是台南一個排行第一第二

的大資產家的么兒，同時也有一個軼事是說，他在二戰後從

將要被遣返回日本本土的日本人買了一大貨車的書籍，所以

他不會因討生活而做市井上的平凡的俳句主宰，反而因專心

研讀這些文學書籍，加上他本身與生俱來的文藝天賦，在文

藝上的造詣跟其日文一樣是不可衡量的。事實經過是，他是

長期患病，而在上學期間受到大姐的照顧，之後他也就照顧

了這個姐姐生前所照顧的俳句結社，這是一個市井上的普通

俳句會，他是以一個俳句天才的資穎，來擔任市井上一個普

通俳句結社的主宰的。 



   他在等於他的遺言的一文中的開頭中說: <就從我這些

作品中大家可以看出， 我是不一定臣服而順從於 575定型， 

也沒有被季語所綁票>， 並且最後以: <我還要加一句話， 

五七五並不是定義。 而且同屬於文藝界的世界的小說的領

域裡， 不是被固定的形式所綁住， 反而是一作一作風才是

有作為嗎? >作為終結。 他並沒有拘泥於所謂的傳統俳句的

束縛，而心醉於研求更廣義的俳句的奧義精髓。  

   我並不是要求這個俳句結社要停止吟詠所謂的 <傳統

俳句>，而是希望 <傳統俳句> 仍然以其傳統俳句的應有的

形式，繼續維持存在下去， 並且繼續堅守虛子所主張的花鳥

諷詠，客觀寫生以及其所規定的三種束縛以發揮日本特有的

俳句形態。但也期望除了所謂的<傳統俳句>也要同時讓其他

形式的俳句，即廣義的俳句同時存在，以期讓黃靈芝師的心

願祈望能繼續留存下來，他留下來的這個俳句結社，若淪落

成為市井上的一般結社，而不是繼續研求俳句的真正本質與

其精髓的俳句結社，以慰黃師在天之靈的話，對於他犧牲其

一輩子來維護這個俳句結社的作為，他的弟子是否應該這樣

來報答他? 

   再說，另一方面有關傳統俳句的三束縛和 <季節重疊>， 

<無季>， <破調> 等等傳統俳句的多種細節也希望各位，細

讀且詳讀傳統俳句的<聖經>如：子規的<俳句大要>、<俳人蕪

村＞， 虛子的<俳句讀本>、<俳句的詠誦>、<俳句的做法>、 

<俳句之道>等書本就會知道並不像一般所嘮叨， 想像那麼

嚴重的事情。 

   並且大家要知道，俳句並無好壞其鑑賞也因人而異， 例

如:看來子規是尊重蕪村而輕芭蕉的，但虛子則反而較尊重

芭蕉，另外如怎樣來解釋桑原武夫教授的 <俳句第二藝術論



> 所說的，很難區別專家和一般人所吟詠的俳句的問題，以

及如今泉恂之介的 <子規埋葬了些甚麼—空白的俳句史一

百年> 中所言，子規漏掉了<一茶> 以後一百年的俳句作品

等等，都只好歸咎於子規的短命所致，如果子規能夠活到 80

歲到 90歲時，現在的俳句界情況不應該像現在的狀況。 

   起源於日本，現在漸變成世界潮流或時尚的俳句是日本

人和日本文化的驕傲。 傳統俳句是虛子所發現的適合日本

人特有的文化，又是俳句的一分支或派別，就是整體俳句的

一部份並不是全部，而俳句本身的源頭是日本短歌，而比所

謂的傳統俳句其所包括的範圍更廣且深，各位要好好兒給珍

惜。 

   大家所熟知的小林一茶為首， 河東碧梧桐、荻原井泉水、

種田山頭火、尾崎放哉、中塚一碧楼、石田波郷、吉岡禅寺

洞、加藤楸邨、日野草城、嶋田青峰、東京三、山口誓子、

鈴木六林男、金子兜太、芝不器男、高柳重信、秋元不二夫、

井上井月等非伝統派的俳人， 還有長谷川櫂、夏石番矢、今

泉恂之介、木村聡雄、橋本直、五島高資、高山れおな、摂

津幸彦、四ツ谷龍、筑紫磐井、大森理惠等以及在大学專攻

俳句學的大森健司等年輕的非傳統派的俳人應該也都是俳

人吧，尤其屬於人間探究派或難解俳句等作者也都是俳人吧， 

俳句絕不限於所謂的傳統俳句。 

   那就一邊吟詠俳句一邊想到俳句的本質或真髄等等， 

而也要來回讀看幾遍寺田寅彦、折口信夫、正岡子規、高浜

虚子、大須賀乙字、金子兜太、長谷川櫂、夏石番矢、今泉

恂之介、彌栄浩樹等人的詩論、俳論， 再來也要隨時瞄一瞄

網路上的年輕世代的作品以及年輕評論家的俳句評論、論壇

上的思考內容方向。還有，現代俳句協會所編輯的＜日英対



訳 21世紀俳句の時空＞一書將子規之後至 2000年的俳句的

變遷發展做簡單扼要的介紹， 是值得一讀的好書。 不過常

見到只知道日本俳句的外表的人對他人，尤其是外國人， 的

作品品評說不知所云，其實他們中間有幾個人能夠瞭解這一

本書裡的一半俳句的意思，我覺得很懷疑。我也很擔心， 這

些人常好像代表日本人似的在品評外國人的作品的情況會

給日本帶來甚麼樣的後果? 如果各位能夠對我的上述感想

仔細分析思慮， 如此就自然而然地，也會注意而思慮到一般

俳句會或結社的作為。。（2018-7-1夜 脫稿） 

1) 季語とキーワード：http://oobooshingo。blogspot。

com/2018/02/15。html 

2) “俳句”の二つの顔：http://oobooshingo。blogspot。

com/2018/01/14。html 

3)悼黄霊芝師仙逝： https://chiaungo。 blogspot。

com/2016/04/blog-post。html  

4)黄霊芝主宰的俳句観：https://chiaungo。blogspot。

com/2016/04/blog-post_13。html 



（2019-4-8 修訂） 

   戰後台灣唯一的日語俳句會的主宰(主持人)黃靈芝(黃天

驥)先生於三月十二日逝世了。作為靈芝師的俳句教室的學生

之一，應該表達懷念與回憶。 

   我做為弟子的期間比起其他人太過於短暫了。 79 歲才

入俳句會，從 2009 年年末算起才不過 6 年，並且是靈芝師

身體情況已明顯不適以後的事情。因此實際直接受教於靈芝

師的時間是屈指可算， 起初的一年罷了。 其實在拜師之前

很早就已知道靈芝師之高名，其部分大作也已拜讀過，不過

拜師後又由靈芝師獲得了很多其寶貴大作，更得知其關於詩

學，小說，藝術的造詣之深。本來只因為稍知日語而獲邀加

入俳句會，但是原本就有涉入一種事物後，就非盡全力去探

討個中究竟不可的個性，使得我立刻開始將能夠在網路上所

獲得的有關俳句的資訊，不管細微深淺，日語華語都找來研

讀，再者，資深會員的陳錫恭氏 (大學英語教授) 將自身多年

所使用過的學習心得資料及新購的入門書，特別從台中寄送

給我，我自己也從日本的古書店郵購必要的資料，也有緣跟

日本的俳人也是漢詩人 (自己詠讀過 30，000 首以上漢詩) 

的石倉秀樹先生以 mail 討論關於俳句的本質，來回不下幾十

次而學得了有關俳句的一切 (本質，特性和社會地位)。就如

此，雖然因無吟詠俳句的天分而也沒有甚麼拿得出來的作品

成就，但有關俳句的一切，其本質、歷史、演變和世界上以

及日本本國內的一切流傳狀況，比起一般以吟詠俳句 4  50

年的人有了較多的了解。 



   在日本吟詠俳句的人粗略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將俳句作

為詩作吟詠的專業詩人，另一類是作為興趣  顏面 時尚如

學插花等手藝或打發時間來吟詠的人(大眾化)，而後者占多

數。可說是日本俳句界的 populism (大眾取向主義，台灣翻

成民粹)，後者把所謂傳統俳句的規範牢牢記在腦哩，事事只

關心季語 五七五 切字，從來很少關心到要探討俳句的本

質特性。因此由小林一茶開始如: 河東碧梧桐、荻原井泉水、 

種田山頭火、尾崎放哉、中塚一碧樓、石田波鄉、吉岡禪寺

洞、 加藤楸邨、日野草城、 嶋田青峰、東京三、 山口誓子、 

鈴木六林男、金子兜太、芝不器男、高柳重信等非吟詠傳統

俳句的著名俳人都不認為是俳人，而其他如所謂人間探求派

或難解俳句派等也不受其理睬。因而讓我迷惑，產生何謂俳

句的問題，而邊吟詠俳句邊想到有關俳句的本質和真髓。也

因此、再三重讀寺田寅彥、折口信夫、正岡子規， 高濱虛子、 

長谷川櫂、夏石番矢、今泉恂之助等人的詩論或俳論，也在

網路上了解網路的俳句評論論壇上的年輕一代的想法，自然

對一般俳句會或結社的作為以及行事方式也加以考察。如此

過了一段時間，就慢慢會意到俳句是將瞬間的感動以最短的

語句吟詠出來的韻文，也了解到對同一句俳句吟詠者與讀者

的解釋不一定相同。因而達到在使用世界各種語言(包括日語)

來吟詠俳句時，不要老是拘泥於花鳥諷詠，客觀寫生，而需

要更廣泛的思維的結論。  

   將這個想法寫成一文寄送給黃老師之後，聽到老師的發

言說: 在會員之中有些人聽力差一些難於溝通意見，而我則

直覺是在說自己的事情。可惜，靈芝師和自己雙方都身體不

適，難得有機會直接受教。沒有想到在今年一月的俳句會上

突然獲得下岡友加氏所編輯的 <黃靈芝小說選 2> (2015 年



8 月出版)，看到其中唯一未曾發表過的文章 <俳句自選百句

> 一篇的頭一句裡黃靈芝師說:

＜由這些作品也可以知道我並不一定臣服五七五定型也沒

有成為季語的俘虜>，並且在文的最後再加一句說: <想再加

一句五七五不是定義，而同樣屬於文藝界的小說的世界， 

不但不會被定型所束縛，反而不是以一作有一作風為功勞

嗎?> 作為結尾。 

   真是青天霹靂，我到那時為止一直相信，黃靈芝師是百

分之百的傳統俳句的擁護者，且是傳統俳句結社的主宰， 不!

不只我，俳句會的全體成員都一直如此相信。 

   我終於放下了心頭的一個石頭。台灣唯一的日語俳句會

的主宰，又是我所尊敬的俳句老師，瞭解更廣泛意義的俳句

的真髓，並沒有被那狹窄的一個人所主張的傳統俳句所束縛， 

而現在世界上所流行的俳句也不是全部都是真正的俳句， 

包括日本的俳人，所有吟詠俳句的人都在尋求俳句的真髓， 

而由心裡感受到日本人應該更加珍惜世界所尊重的發源於

日本的俳句。 

   黃老師在其生命的最後一段時期的最後一篇文章，不只

是表達對於拙文的回答，而且也是黃老師表達關於俳句的真

髓的瞭解的證據，正如我在拙文 <台灣俳句史> 所敘述，黃

老師已無疑地臻於俳句真髓的境地，過去 45年間，雖在台北

俳句會的主宰的地位，一直尊重會員的興趣和心思，不勉強

碰觸俳句的真髓，不得不感佩黃靈芝師的和藹，善良，關懷

眾人的心懷。 

   有關黃靈芝老師的一切已在拙文<台灣俳句史> 和 <台

灣俳句史補遺> 有所詳述，不再贅言。 



 由衷祈願黃靈芝老師的冥福。 

 （吳昭新；2016-4-5謹誌） 

弔句: 

# 師已逝 草山山上 月朦朧 

# 靈芝師 春雨綿綿 轉去了(台俳) 

# 以自信 邁步過往 此一生 

 笑臉滿滿 靈芝師逝 (短歌) 



前幾天，出席了有一段時間沒有露面的例行俳句會。雖然

每個月都有提出作品到俳句會，但並沒有參加選句，連通信選

句也沒有參與，可以說是相當彆扭的老頭子。因為主宰的黃師

身體不適而缺席俳句會已快有四年了，而俳句會則只在爭得高

得點分數外並沒有甚麼意義或好處。而高分數又表示甚麼意義

呢? 只表示有同樣成就程度的同好多，或講好聽一點有同樣感

受興趣的人多一些而已。既使說我已夠老了，但會裡比我年長

的長輩比比皆是，至少有 10 人以上，並且俳句經歷各個都在

50年以上，像我這個小雞能算是老幾，只能屏息躲在角落的份

而已，正是所謂典型的日本以往的傳統俳句結社開會的一幕。

在會場裡只有 <字多餘>， <字不夠>， <破調>， <季語會動

>， <是說明文>， <那又怎麼樣> 等等的所謂傳統俳句的詞彙

亂飛。可是，讀一讀年青人有關俳句會的研究論文，好像是往

昔主宰黃氏還健康時並非這樣的場面。可能是我的入會太晚了，

很遺憾沒有能參與黃老師的傑出盛譽的指導場面。 

   不過，出席這一次的俳句會算是我的運氣好。因為獲得了

下岡友加氏所編著 2015年 8月出版的<黃靈芝小說選 2>這一本

書。在 2012年發行的第一集收編了黃氏的日語小說 10 篇和評

論 1篇，在這一次的第二集則收有小說 7篇，童話 4篇和黃氏

最新的未發表原稿 1篇。小說都已看過所以沒有引起我特別的

關注，可是重點就在未發表的那一篇原稿。 

 標題是<俳句自選百句>，編著者下岡氏註明評釋說是:<黃



氏文藝活動的一個終結環節的位置。雖然絕不能說是都是很容

易了解的句子，但放在句子前面的 (序) 裡，把將及 60年的

句作所培養出來的黃氏的 “俳句觀” 很平易地加以說明，是必

讀的文章>。尤其讓我驚訝的是在 (序) 的開頭黃氏所敘述的

一段話:<由這些作品應該可以了解我並不一定臣服於「575 定

型」，也沒有成為「季語」的俘虜。繼而說俳句的定義是最短的

詩，並且說那短是說不但語詞少而內容也少的意思。繼而又強

調黃氏從前的 <俳句相撲說> 主張，並且舉在中國的甲骨文裡

出現的卜辭的一詞 <九日甲寅 不酒 雨> 為例說明俳句的理

念在三千數百年前的中國殷朝時就已存在的事實。並且就經常

在俳句中被提起的 <詩，寫生， 節律，季語>，早期則以須左

三之男命，而近代以後則以尾崎放哉，中村草田男之句子為例

加以說明，也言及到中國的毛詩及漢詩。 

   而且在最後以 <想再加一句。五七五不是定義。而在同屬

文藝界的小說世界不但不會被定型所綁住束縛，反而不是以一

作一作風為榮嗎?>的句子作為結束。 

真的是晴天霹靂，我一直相信黃氏是百分之百的傳統俳句的擁

護者及主宰，不，不只是我，俳句會的幾乎是全部同仁都如此

相信。老實說會員中也有些人不知道在所謂的傳統俳句外還有

其他俳句的人。大概是 6年前的事情吧? 因為我說傳統俳句是

全部俳句中的一部分而遭受一位日本人的謾罵，當然我了解他

並無惡意，不過可以想像所謂的傳統俳句在日本國內佔有相當

程度的影響力，可以說是日本俳句界的 populism(大眾迎合)，

在台灣把它翻譯做(民粹)我認為不太適當，並且在今天（2016-

01-27）的每日新聞也看到一則 <日本人對於傳統很軟弱>的報



導。 

   不過我現在終於放下心頭的一個石頭，因為知道台灣唯一

的日語俳句的主宰，又是我所尊敬的老師，所追求的不是那狹

窄的一個人所主張的 <傳統俳句>，而是在追求更廣泛意義的

俳句的真髓。現在全世界所流行的俳句也不是全都是真正的俳

句，黃氏所說的<HAIKU>或<漢俳>…也不是全都是俳句，而包括

日本的俳人，世界的詩人都在追求真實的俳句和俳句的真髓。

全世界正在抬舉發源於日本的俳句時，衷心感覺日本人更應該

珍惜起源於他們的 <俳句> 的真髓。 

   虛子確實有過以他的方式傳導俳句於廣泛的一般大眾的

功勞， 但是不能因此就認為那是全部，如果各位有時間，不妨

請重新好好兒重讀而詳讀子規的 <俳諧大要>，<給詠歌者的書

> 及 <俳人蕪村> 與虛子的 <俳句的作法>，<俳句是怎樣的>

和 <俳句讀本>等幾篇俳句的古典文章。 此外也看一看今泉惇

之介的書<子規究竟埋葬了甚麼—空白的俳句史一百年> (新潮

選書-2011)。 俳句評論家外山一幾氏指出今泉找出子規以自

己的標準漏選的一茶以後的俳句中的不少秀句而加以復權，並

且也言及大眾文學的俳句和純文學的俳句等問題。想一想，連

子規這樣一位專家都會有看錯的時候，何況一般人呢。如果給

予子規更長壽的話我想現今的俳句界應該是不一樣的景象。 並

且另一方 <HAIKU> 也應該更加一層努力，應該將悖於俳句真

髓的句子刪除掉。 

   將 <瞬間的感動以最短的內容和句子吟詠> 的才是俳句，

而將這起源於日本的俳句以日語和世界各國的語言吟詠出來

吧。日本人須以此為榮而珍惜它。不要一直拘泥於寫生，季語



及五七五吧。 

  黃靈芝(1928-6-20~2016-3-12)， 本名黃天驥，生於台南. 

 (2016-01-27 日語版完稿， 2016-03-07華語版完稿)。 



  吳昭新（瞈望）(Ng-Bang）Chiau-Shin NGO 

   （2010-07-16初稿; 2019-4-9 修訂） 

  （感動起!無識俳句吟俳句） 

【二次大戰後，日本的俳句快速發展到各種語言中，同時

在日本本國也在無聲無息中 悄悄地在改變。其實這些蛻

變，在俳聖子規後早已開始，只是沒成氣候，偶而在俳壇 

上熱鬧一陣子，就過去了。不過回顧名家留下來的名句，

秀句中，可注意到，有不少 所謂不是傳統俳句的句子。近

二，三十年來，非傳統的趨勢，在一些有心人的努力下慢

慢在開花結果，只是在傳統俳句結社人的圍剿下雖然進展

較慢，但自從網際網路普 遍後，資訊來源豐碩快速，知識

的傳開也加快，有夏石番矢教授等一批人已成功地發 展到

世界各國，設有國際性組織的「世界俳句協會」( World 

Haiku Association)，在日本和世界各國定期開俳句大

會。而另外也有日本三大俳句協會所支援的「國際俳句 交

流協會」(Haiku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做國際性的

活動。世界俳句界，已不再拘泥於傳統俳句的三大規矩，

季語，五七五音節，客觀寫生以及切字，而著重於俳句的 

本質的短小、節奏、瞬間感動和留白，不再忍受結社主人

如玩盆栽般恣意玩弄文字辭句遊戲，但在日本國內外仍有

不少人（尤其不會操作電腦的高齡群）不知其全貌，因此

在本文稍作闡明 及解釋做為各位的參考。】 

********************************************** 



   我是 1930出生的臺灣人。在 15歲之前是接受日語教

育，之後不曾生活在使用日語的環境中。華語是從十五歲

時開始和學外國語一樣學起，而後成為日常使用的公用

語。母語的臺語雖然在家裡使用，但是因政治環境的變

遷，曾幾度遭到禁用的命運，因而也無法能夠自由自在地

使用。英語則在學校以外國語學習。結論是不曾擁有一種

自己能夠完整流利使用的母語的「無母語人」的臺灣人世

代。 

   話說，在 78歲的某一天，只因為會說一點日本話，就

被勸誘參加日語俳句會。經過一段時間後（約一年半），

碰到什麼是「俳句」？的疑問，尤其是對「季語」、「有 

季」、「無季」、「客觀寫生」等等產生疑問。 

   定型、季語、客觀寫生是現代俳句的主流且是本流，

本流以外的其他流派則不但不能說是支流，至多不過是山

澗小溪流罷了。可是，仔細觀察，確有不少不屬於定型，

有季，客觀寫生的名句，秀句出自於子規的「俳句」以後

的「現代俳句」俳人手中，而對於這些事實的說明，解說

是相當牽強而 難於服人的。 

   如前述，我的日語程度是半生不熟而不完整的，但是

外國的日語學者則我不敢說什麼，如果是要比只能會日語

的外國人來說，我的日語還算可以，因此當我學俳句時會 

碰到的疑問，這些外國人就更不必說了。 

   可是俳句以「Haiku」之稱被世界文壇所認同，也已超

過一百多年了，這樣是否會有矛盾或難於理解的事實的存

在。「俳句」、「Haiku」的本質是？而「漢字文化圈」中

的「漢字俳句」的位置應該是如何？還有範圍呢？當在網



路上到處遊走時，偶然間遇見「世界俳句」。也就知道了

一位日人，世界俳句的開拓者夏石番矢（乾昌幸）教授的

大名和工作情況，也就把本人在網上到處亂闖找尋後，以

粗糙的急就章寫成的拙文「臺灣俳句之旅」寄上請益。因

為拙文是用華文所 寫，夏石教授乃轉交精於華語的漢詩人

又是俳人的石倉秀樹先生（俳號：鮟鱇），請他跟我接

觸。之後一個多月來，兩人之間互相以 e-mail來往各十多

次，從俳句之初步基本事項，到日本以及世界各國的俳句

事項的情況，事無巨細坦誠討論，可以說是無 所不談，尤

其是有關「俳論」在很短的時間內，對於一個完全是外行

人的我，做詳細 的解說，雖然是抄近路，對於一個來日不

長的我是很幸運的一件事。 

   在下面，我將從石倉先生所學到的有關「俳句」，

「世界俳句」，「漢語俳句」，以 及「將來的俳句」的心

得做為基礎，以幼稚的知識敘述我見。常言說俳句非習作

三年 以上不得其門而入，但希望對於一個來日不長的外行

人能不計較，允許其胡言亂語。 

   首先，據我的了解，「詩」是一個人把由自然或人事

所感受到的感動，使用有律動的言語形式表達出來的，就

是將一個人的感動以語言表現的方式，而「俳句」應該是

包括在「詩」的一族類中，是「文藝」，「文學藝術」的

一員。 

   感動，是叫做人類的動物（靈長類）所特有的感情的

表現，話雖然這麼說，也有比狗有的感情都不如的人類。

可是，狗雖然能將其感情以行動表達出來，但不能用符號



表達出來，人類卻能夠做到，這個可不是羅蘭巴特所說的

「符號的帝國」的俳句嗎？ 

   好吧，暫且不管它，我想現在要否定俳句是詩的人應

該是沒有了吧。但是稍早以前（1946）桑原武夫氏將俳句

批評做「第二藝術」而引起了一陣騷動。據說當時的俳句 

界大人物有過激烈的或不曾有反駁等各種不同的傳言，不

過至少一直到六十多年後的現在仍餘波蕩漾。暫且不談桑

原氏的第二藝術論的是非，問題是俳句結社的主持者，老

師的絕對性權威和流派的獨裁專制式的語詞的玩弄仍然繼

續存在的事實。 

   那麼，「詩」是什麼？不是把人類的語言使用有律動

的表達方式來表現出來的嗎？而「感動」應該是對於人類

在日常生活會碰到的一切事情（人情道理）的反應，所以

應該包含人類的感覺（視覺，聽覺，觸覺，味覺），人

情、人事、倫理、論理、哲學等，以及主觀和客觀雙方面

的感受都包含在內嗎？ 

   「俳句」另外還有一個條件以區別於其他的詩。那就

是「短小」這個條件。那麼究竟要多短呢？這就有一些麻

煩了。是說，在任何一種語言裡，應該是那一種語言裡最

短的。「啊！不好了！」是一個感歎詞，勉強說，這一句

詞是最短的，但也是完整的感動的一章。所以多短？這就

要看使用同一語言的人們在某一個歷史的時段中，要互相

共同來決定的，也是已決定了的。比如在俳句的源流的日

本，就以五七五合起來十七個音節為基準。另一方，在表

音系文字系統的西洋，這好像是三行詩。



   不過，當各語言圈裡的所謂名詩人或俳人吟詠時，所

謂「破調」也將被允許承認，這 就是做為「人」的悲哀，

不能悖逆人情義理，權力權威的普世的人性吧。可是，你

不喜歡五七五，那就做自由律的俳句吧，也許有人會這麼

說，但是俳句沒有限制長度的話，跟自由律的詩又有什麼

區別呢？就不再是俳句了。好吧，秋元不死男氏曾經說

過，在某一個程度內受到定型的束縛，也是俳句之所以為

俳句之緣由，這個說明我想多少可以理解了。秋元氏說

過，俳句的定型原來是以文語為基準所訂定的，要把它以

口語來吟詠時，自然多多少少會覺得有些窒礙，窄擠吧。 

   「俳句」起源於日本，而現在已擴展到全世界。而如

大家所知道，日本的傳統俳句還有另一個條件，使用「季

語」，但在日本以外的語言，好像都認為「季語」難於接 

受。而在日本除五七五和季語之外，而自子規新造「俳

句」這新詞以後，虛子另外又加一 個「客觀寫生」這個條

件。因而對於要開始學習俳句的新人，通常主持人或老

師，可以說一定會先拿出這三個規制條件給他們。那麼，

像本人這樣一個生來就不俱有所謂的藝術細胞的人，從第

一步就碰上了大岩壁。我雖然沒有藝術的基因，但是我有

豐富的感情，對於任何事情，都會有相當程度的感動反

應。這一種感動跟俳句的感動有何不同嗎？對於我，五七

五定型，應該不會有什麼大問題。季語則在我住的台灣，

雖然是與日本的季節風土有些不同的地方，但稍微做些功

課也應該不會有大問題，可是對於第三項的客觀寫生就束

手無策了。一個人的生活中，會碰到很多很多感動的事

情，為什麼一定非要把一個人的感動限制在一個小部份的

視覺的感動，不然就不能成為俳句嗎？並且還限制是「客



觀」的，只為了虛子主張過，是嗎？我是期待，俳句應該

有更寬闊的視野的。山本健吉氏在「何謂俳句？（角川文

庫）」之中這樣寫著。俳句的本質是「問候、滑稽、即

興」，但是在現今的俳句選集中很少看到子規、虛子等人

所吟詠的滑稽俳句。滑稽好像是被劃入川柳的地盤。且

說，既然要把人生全盤的感動吟詠，則有需要區別俳句和

川柳的必要嗎？暫且不說極端的諷刺、挖苦，跟俳句相近

的川柳，或跟川柳相似的俳句，都被大家吟詠的現在，有

必要這樣分嗎？另外說到「即興」就會想到俳句的「瞬間

的感動」的本質，這麼樣，俳句結社的老師們，要把語詞

像玩弄盆栽般玩弄，有什麼意思嗎？如果這樣的情形長此

下去的話，我很擔心俳句的將來不知會怎樣。 

   鷹羽狩行氏說，除了在日本所作的俳句外，分別稱

「海外俳句」－在海外旅行或吟行時所作的俳句，「在外

吟」－駐在外國時所吟詠的俳句，「海外ハイク」－外國

人以其母語所作的俳句，更把「海外ハイク」再分為「英

俳」，「漢俳」等。但是我倒不認為「漢俳」是俳句，其

理由將在另文「漢字/漢語俳句」做說明。現在，我只想談

經過一百年時間將成為「世界的俳句」，不，已成為「世

界的俳句」的俳句。那麼究竟什麼是「世界的俳句」呢？ 

所謂「世界的俳句」是使用各種語言，而以合於上面所提

的條件，來吟詠的短詩。 

當外國人想發問，想知道發源於日本的俳句的本質是什麼

時，日本俳人的回答總是以「俳句」﹦「傳統俳句」為主

流，而無「季語」又不是「客觀寫生」的俳句，則被認為

不是俳句。不過這兩個條件對於外國人來說，是難解的，



而且不被認為是必須的條件。而在日本，也有人不認為

「季語」和「客觀寫生」是「俳句」必須的條件。而且芭

蕉以來，命名「俳句」一詞的子規，以及其弟子們以及昭

和初期，二次大戰後中的新興俳句，戰後的昭和後期，以

及在現在的平成年代也有很多俳人們，吟詠而留下了不少

「非定型」，「無季」，也非「客觀寫生」而是吟詠「人

情道理」的名句，秀句。何況連提倡「客觀寫生」的虛

子，都被認為所謂的「客觀寫生」也只是虛子，為了要推

廣俳句給一般大眾之方便之策略方法，而並非其原本的意

思的說法傳言於坊間。這個說法，能夠以其在「第二藝術

論」的論戰四年後，留下有如：「去年今年貫く棒の如き

もの」的論理的名句做為證據。市井上捧奉「傳統俳句」

的俳句老師們，主持人們是否果真了解俳句真實的本質

嗎？，不，這樣說也許會被認為，我本人不識相，不過是

否老師們，出之於想保有一國一城之主之地位的私心？則

不得而知。 

   在本人的有限的知識範圍內，已注意到在網路上已有

中川廣氏提出類似的異議。又關於虛子的「客觀寫生」的

主張，也有秋尾敏氏，石倉秀樹氏等，說那不是虛子的真

意，而坊城俊樹雖然也因血緣，家系的緣故吧，繞著圈圈

後回到客觀寫生的原點，但是中間好像有一段模糊不清的

灰色地帶，也許是我的日文理解能力有限的關係也未可

知。 

   在這裡，要探討俳句之本質之時，試把石倉氏為了不

知道俳論的我，所引用的一段話呈現在下面。



＞印度的詩人山度須枯磨兒在『在俳句成為主題的內容』

的小論中，如下寫著： 

「實際上，能普遍被接受的俳句的定義是不可能的。馬克

斯貝兒哈爾多向各國的俳人徵取，以三四十句，試敘述俳

句的定義時，就碰到這個情況。馬丁盧克斯給馬克斯貝兒

哈爾多回信說＜俳句只能就所寫的每一句才能下定義。含

有依據新的每一句，做再定義的意思。希望這麼想。當你

新做每一句俳句時就實際上已經重新定義俳句的形式！＞

（『西洋俳人所抓住的俳句的本質』）」。 

   我想，確實講得很好恰當，可是創出俳句的日本俳人

可以這樣照單接受嗎？我心有些戚戚焉。 

   我以心儀俳句的一個外國人，期待堅持「傳統俳句」

的俳句老師們，不要再堅持自己的私心，宜以更廣闊的心

包涵「俳句」，向「世界俳句」邁進。究竟季語，五七

五，客觀寫生並不是俳句的本質，而是因習慣或者是由某

些人所附加的限制，不是俳句必須的條件。當然我並沒有

完全否定「傳統俳句」的意思，也不可能。以歷史的事

實，既然在某一段期間，留下有不少遵守「傳統俳句」的

秀句，應該承認其價值，只是說 要邁向「世界俳句」時，

就不是必須的條件而已。日本的俳句，也不要只在互相議 

論，是否為「傳統俳句」，而不是各自選擇自己所喜歡的

方向，就可以了嗎？ 

   不是「和歌」，「連歌」而是「俳句」被世界所接受

一定有其原因，而且我相信，俳句老師們應該在不知不覺

中，如子規之後的知名俳人，吟詠了不少無季或論理的名 

句，秀句。而且俳句看來應該含蓄著水墨畫的留白和鈴木



大拙所說的禪的思考。坦白說，是否這兩個要素就是俳句

擴展到世界的重要原因嗎？視覺的感動，確實能飛躍到哲

學的思考，但是其他感覺感受就不行嗎？吟而留白，留給

讀者能以符合於由他們自己的經驗而來的感動，來品嚐享

受其感動，這樣不是一石二鳥，不，三鳥，五鳥，一百鳥

等不同的感動嗎？。吟者的感動和讀者的感動，不必然是

相同的。這樣子不是很好嗎？ 

   讀詩時常會碰到很難了解其意思的詩的情形。那時常

會覺得自己沒有詩才，或俳句的才能而陷入寂寞的傷感。

但是有時候，或許是為了安慰自己會有這樣的想法，人各

有不同的人生經驗，某人經驗過的事情別人不一定有同樣

的經驗，因此某人所吟詠的俳句，別人不一定會理解。尤

其俱有特優的感覺的人或有過特殊經驗的人的感動，別人 

是無法理解的，因此除非有特別的根據，絕對不要隨便批

評別人的俳句或詩詞，也不要介意他人的批評，甚至老師

所說的或其增刪，除了基本事項以外。 

   常會碰到吟詠俳句已有三、四十年經歷的人，只為得

分不高而灰心，我倒不認為有這個必要。譬如在電視上的

俳句會，可以看到因主持人的不同，選句的方法依據或著

眼點有所不同。某一主持人所選的秀句，別的主持人不一

定認為是秀句，而較正直坦白的主持人，會坦白的說，某

某主持人會選取我不會選的這一句。 

   「俳句的瞬間」，「瞬間的感動」，要把這些使用最

短的音節表達出來，是俳句的本質，比固執「有季」更重

要。「有季」本來的目的，是在於求以短的季語達到含蓄

更多的意涵，因此如果有能代替季語的什麼東西



（keyword）存在時，季語就不必了。不過有了也一點都不

會有阻礙。 

   「季語」本來是連句的發句的問候語。日本人相遇

時，或在信的前面，可以說必定以季節的問候語開頭。英

語就不是了，「How do you do?」，「How are you?」。 

在中國是「你好？」，不過這也是新時代的造語，在台灣

「吃飽未？」（吃過飯了嗎？）是見面時，一般的問候

語。日本俳句必須要有季語是可以理解的，但對外國人來

說似乎有些困難。又如石倉氏所說，如果貢獻世界俳句的

發展的原動力是芭蕉，蕪村，一茶等人的各人的個性，而

絕不是俳句的季語或五七五時，就不應該再有堅持季語或

五七五的必要。 

   世界的俳人在互相的異質中尋求同質性，而找到了某

一同質的要素，因而在全世界，對於俳句發生愛不釋手的

感情。相對地，日本的俳人卻讓人感覺，窩在結社中，永

遠執著於同樣的玩弄語詞的把戲的實情。 

   大家是否能夠想辦法拋棄老舊的規矩，尋求新的未

來？傳統應該守護但是在這資訊過多，過剩的時代，應該

好好兒利用情報的大浪，找出一條超越的道路，不然不知

什麼時候，將會被大浪所遺留或被吞沒嗎？在網路上遊走

中，碰到誇耀有三、四十年歷史的結社，至今尚未設置網

站的事實，簡直好像看到清朝的義和團，揮動著武士刀衝

向機關鎗掃射的日本武士和死守硫磺島的日本兵。 

   以上提出關於俳句的現況和疑問多點，除非能解決這

些問題，日本的俳句將會永遠停留在現時的情況而世界的

俳句也會在原地踏步。 



   既然大家已使用世界各種不同的語言來吟詠俳句，其

中必定有其同質性的地方，不要被現在的俳句的定義所綁

住，讓我們共同來找出世界俳句的定義。 

俳句起源於日本，俳句的本質，日本人責無旁貸應該積極

去尋找，並珍惜它才對。 

   有關「漢字/漢語俳句」，因討論的內容有所不同，容

許另換稿來敘述。（2010,  06, 16，脱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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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俳句初心者の一外国人の疑問― 

呉 昭新（オーボー真悟） 



-以漢語俳句、灣俳、客俳、曄俳之名維繫俳句在台灣的命脈

 瞈望 (吳昭新) Chiau-Shin NGO 

 (2009-10-24:初稿;2019-4-9修訂) 

   (是一篇八年前筆者剛接觸俳句時，腦袋中關於俳句毫無

觀念時的幼稚文章，為記錄本人學習俳句的經過路程，留下來

做紀念，又期望能做為初學者的參考，不過又覺得處於現代資

訊繁多忙碌的時代，不管年老或年輕人都懶得自己去搜尋資料，

只求發問求答輕便的知識盛行的時代，有多少人有能耐讀下去

也未可知。) 

 在十五歲以前我是受日語教育的，所以還記得小學所讀

過的一、兩句俳句名句，只是六十多年來沒有特別去留意。翻

翻書籍及看看網路資料，發現原來有不少俳句是在小學時代念

過的，可是六十多年來沒有在腦裡再出現過，但仍有一些可以

一字不差地重現出來，真的，人的記憶是奇特又可怕的。原本

已到了失憶症的年紀了，剛想起的事情一瞬間就想不起來的情

況已是常事，卻能清晰地記得少年時代讀過的俳句。 

 俳句雖說是詩中最容易學習的一般大眾化的短詩，也是

小學生就可以吟詠的詩歌，一面卻也有其特殊性，別於日常常

見的抒情詩，是吟詠瞬間感動的詩，因此習慣於吟詠古詩或現

代詩等抒情詩的詩人一時較難意會接受，詩意韻味可謂深奧無

窮，達於禪悟之境，真的要能吟詠出好句子不但要痛下工夫及

得天獨厚的人生經驗，還要有天賦的才能，方能窺其堂奧。所

以說俳句是從小孩到大人，從一般庶民到大禪師都可以吟詠的



詩，能依個人的能力人生經驗來吟詠品賞，這也就是俳句能暢

行世界之原因吧。 

 最初參加的時候，聽到「漢俳」、「灣俳」等對於我這個外

行人倒是從來沒聽過的新名詞，而且他們是用日語發音，所以

乍聽之下有如蒙在五里霧中，也羞怯於暴露自己的無知，不敢

提問，一度還以為是在講 「牛排」、「羊排」、「豬排」之類，實

在慚愧之至。以後在網路上知道還有「曄俳」一詞以及「瀛歌」、

「偲歌」、「坤歌」共四詞，是為了定型漢字短詩所起而定義的

新名詞。  

 下面就是我這兩個月來跟朋友借書、請教，又在網路上搜

尋瞭解的一斑。  

 不過請不要誤會，我並不是想在本文解說或討論俳句的

本質或學術上的問題。我是門外漢，又不是文人更不是詩人，

想談這個問題要具備天賦再加上幾十年的鑽研、磨練，如今我

已餘日無多，隨時都會一命嗚呼，沒有這種機會了，並且有關

俳句的解說，當然日文的不必說，用華語講解的，在網路上已

有不少，因此本文只想給像我這種外行又有一點興趣的人簡單

介紹一下所謂 「漢俳」、「灣俳」、「曄俳」和「俳句」在臺灣的

現況以便一般人對它有一點認識而已。 

 「俳句」是日語的短詩之一，也是世界公認的最短的詩。

在日本本國已有四百多年近五百年的歷史，當然中間屢經許多

人的主張、討論、爭論，時代變遷、思想變動的環境下，終於

成為現在的模樣，雖然個人仍有個人的主張、看法，但大抵相

安無大事，成為眾人所喜愛的文藝體裁。所謂「眾人」包括：

詩人、文人、各界各階層市井庶民、中學生以至小學生，尚且



以英文的「Haiku」一詞現在已成為國際文壇上的時尚。 

   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前，俳句就已經流傳至西方，西方國

家開始出現仿照俳句形式以本國語言寫成的「俳句－Haiku」文

學，在各不同國家、以不同語言被吟詠也快近一百年了，二次

大戰後傳播的速度加快，隨著日本的政治、經濟復甦，國際上

「俳句」文化的廣為流傳變成不爭的事實。 

 日本俳句和短歌在二戰後也曾有一段黑暗時期，如上田

哲二在與陳黎合譯的日治時期的短歌集《台灣四季：日據時期

台灣短歌選》的後記中寫到：『日本短歌，與俳句一樣，都是在

近代面臨多次式微的危機而仍頑強倖存的定型詩。現今日本某

些全國性報紙仍設有刊載短歌或俳句的文藝欄，而每年一月東

京皇宮會舉行「歌會始」的儀式，吟詠由皇族、選者和一般「召

人」所作的和歌，電視台也會實況轉播。不過，在二次大戰剛

結束後的一、二十年間，短歌文化並未如此興盛。受到 GHQ（佔

領軍總司令部）當局政策的影響，戰前日本傳統文化有不少被

視為與昭和十年代的狂熱皇國主義有關聯，尤其在聯軍佔領期

間，文學、戲劇、電影、學校教育的內容都受到佔領當局的檢

查。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近代史的舞台彷彿垂下厚厚

的黑幕，短歌、俳句等詩歌形式因為植根於民族文化習俗，而

遭到嚴厲攻擊，甚至連齊藤茂吉、高村光太郎、山口誓子等名

門大師亦受到批判。戰前興盛的短歌、俳句創作也被邊緣化，

無法倖免於被遺忘的命運。60年代後期，生活水準提高，國家

經濟逐漸復甦，昔日的短歌、俳句文化才又在民間重新振興。 

 現時，在日本，書本、雜誌、期刊、報紙等平面媒體上不

說，收音機、電視上，近者在網路上的活躍也已有十多年了，



每星期六上午 10 到 11 點（台灣時間），在 NHK 的衛星電視台 

BS2 頻道也可以收看到(*2017現在已沒有了)，由日本目前最

著名的俳人輪流主持的俳句節目 「俳句王國」，如需要英語或

各種語言的解釋或資料則只要鍵入「Haiku」或「Haiku for 

people」在 google 或 yahoo 搜尋引擎上搜尋就會出現上百

有關俳句的外語（華語、日語以外）網頁，因網頁者會突然出

現也會瞬間就消失得無影無蹤，就不一一列舉，請各位以上述

方法隨時尋找，不但絕不會讓各位落空失望，反而會巧遇意想

不到的收穫，也就不在此贅言。 

 但是反觀在台灣，「俳句」 除了一小撮所謂殘陽西照凋零

中的銀髮日語族群外本來知道的人就很少，何況在網路上，因

為這一族群一聽到網路都因無知而畏縮，並以莫名的理由排斥，

急轉身躲避都來不及，根本免談在網路上想看到他們的蹤影，

因此在網路發達的台灣可能還有很多人從來沒有聽過，尤其是

不懂日語的年輕人。 

 不過我沒有自信，怎麼說呢？因為從二十多年前因仇日、

反日、排日、拒日後的大反彈的巨浪沖垮了長年堅固的反日堤

防後帶來瘋狗浪似的沖撞，產生了一大群哈日族，結果「日本

電影明星、歌星偶像」、「日劇」、「日文」、「日語」反而變成了

時尚，而由 98 年度大學指考第一類組的最低錄取總分台大日

本語文學系（520.29）竟高於台大外國語文學系（497.87）之

情形猜測，也許已有不少年輕人已聽過，但我還是沒有自信，

因為「俳句」是屬於純文學中的「詩」類，即使是喜歡文學甚

至純文學的人平常也往往敬而遠之，何況我又是屬於跟年輕人

很少有接觸的銀髮族人。 



 總之，知道「俳句」是日本的，整句才只有十七個音節的

世界文學上最短的「詩」，而且五十多年來在各國以各自的語言

被吟詠，更在近十多年來也被世界各國的人以日文所接納的事

實的人，也應該不會太多。 

 「漢俳」，也不例外，伴隨著這一世界潮流發展而來的「華

語漢字俳句」，特別是為了彌補中、日兩國長期的仇恨成為外交

親善的工具，在中國國內蓬勃發展起來，現在中、日兩國都有

相關的學會機構成立，且常有成員互訪，看來好不熱鬧。「文學」

一詞聽來十分清高，終究還是脫離不開「政治」的掌握，但「文

學」、「文化」能成為舒緩人類種族、國家、文化之間爭鬥反目

的幫手總是可喜且受歡迎的，但是看看這幾天鬧哄哄的中研院 

「大江健三郎」事件吧，如果是真的能夠藉文學的本質化解各

種族、各國、各文化、各宗教信仰間的仇恨，對人類而言倒是

好事一樁，文學的真正價值所在，但與文學中的情節一樣，只

不過是虛幻一招，事實經過可能是迥然不同的。 

 講到「漢俳」，漢字文化中也有過短詩，但幾個朝代下來

卻沒有蔚為時尚。事實上，俳句也曾於五四時代傳至中國而宣

騰一時。1920年代有俞平伯等人仿日本俳句的五、七、五，十

七個音節，以五、七、五共十七個漢字嘗試仿作俳句但始終成

不了氣候。之後於 1980 年中華詩詞學會邀請日本俳句代表團

大野林火等人到中國來訪時，日方送來了松尾芭蕉、與謝蕪村、

正岡子規等古代俳人的詩集，在歡迎會上主人趙樸初即興在會

上吟詠出以五、七、五共十七漢字一首短詩為開始，更在大環

境的簇擁、有意推動下開花，其一首即為： 

 「綠陰今雨來，山花枝接海花開，起漢俳」。 



 當天在北海仿膳宴席上，詩人林林也即興創作了兩首漢

俳《迎俳人》。  

 「漢俳」此一名詞自此肇始，日人說，這是一千三百年來

日、中交流史上，中國自日本輸入文藝之頭一遭。漢俳從此融

入中國詩人們的詩興，所謂漢俳俳人（詩人）列名詩文界者有：

趙樸初、林林、曉帆、張建華、林岫、瞿麥……等人。1981年

4 月，林林和袁鷹應日本俳人協會之邀訪問日本，在日本《俳

句》雜誌上發表《架起俳句與漢俳的橋梁》一文，「漢俳」亦隨

之定名，正式成為一種韻文體裁。當年中國《詩刊》第六期亦

公開發表一些漢俳。1982年 5月 9日《人民日報》也發表了趙

樸初、鐘敬文等人的漢徘，引起當時的詩壇的注目。 

 當然有些人不贊成這一種說法，因為在中國自古就有些

短詩，而且五四以後發展的口語自由律現代詩中，可有短詩的

空間，但是跟日本的「俳句」雖同為短詩，其詩型、結構、內

涵、詩境、詩情迥異有別。一般說來要翻譯詩為另一種語言本

來就很不容易，現在要把日本俳句翻譯成漢字華語的俳句，更

是困難而難免會失去日本俳句原有的形態、詩情。 

 也有人提出第一首漢俳並不是趙樸初所作，而是在更早

些日子由詩人公木所創作，這些爭議在最近（2009年）的中國

網站部落格上還被提出來討論，不過這些都不是本文的重點，

故不做詳細贅述。 

 但話說回來，日本俳句也在這一百年間形成各種流派，從

四百年前最原本的「連歌」及「俳諧」的「發句」開始到現代

俳句之父「俳聖」正岡子規（1867～1902）所訂定的寫生寫景、

有季、定型「俳句」爾後發展延伸成為文、口語皆可，無季、



有季不問，主、客觀的寫情都允許的情形，甚至如漢詩口語的

自由律現代詩型俳句都被接受。二次大戰後至今日本形成並維

持有三大流派詩社： 

1. 現代俳句協會

2. 俳人協會

3. 日本伝統俳句協會

 〈現代俳句協會〉成立於 1947年，會員中改革派和傳統

派意見相左，包括創設會員在內的傳統派人退出，另創設〈俳

人協會〉。包含留下來的傳統派會員加上無季俳人和自由律俳

人等在內組成為總合性俳句團體。〈俳人協會〉則成為維護有季、

定型的傳統俳句團體。後至 1987 年與上述兩協會一直維持一

段距離的「ホトトギス－hototogisu─杜鵑、布穀鳥」系俳人

們另設立〈日本伝統俳句協會〉以維持「虛子」所倡導的「花

鳥諷詠」(高濱虛子自 1927年一貫的主張：俳句是依據四季的

自然現象和隨之而來的人事， 排除先入觀念，純粹誦詠敘景為

理想)的理念，不過後來虛子的同仁弟子也有人對於將人事變

化也納入一事持疑問態度，但也無確定的定義。需注意的是，

這個「花鳥諷詠」雖然與華語的「風花雪月」的意思相當，但

也有些不同的地方，即不含華語「風花雪月」中另含有的「原

指舊時詩文裡經常描寫的自然景物，後比喻堆砌詞藻，內容貧

乏空洞的詩文，也指愛情或花天酒地的荒唐生活」的意含。 

 現在三大派各有屬於自己的網站： 

1. 現代俳句協會:

http://www.gendaihaiku.gr.jp/index.shtml 

2. 俳人協會: http://www.haijinkyokai.jp/



3. 日本伝統俳句協會: http://haiku.jp/

而現代俳句協會還設有國際性組織：

 國 際 俳 句 交 流 協 會 ： Haiku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http://www.haiku-hia.com/  

 另外有由世界各國俳人組成的 

4. 世 界 俳 句 協 會 ： World Haiku Association

(WHA):http://www.worldhaiku.net/index.html 

 每兩年在世界各國輪流開大會、並每年發行有《世界俳句》

年刊，刊載世界各國俳人的作品，以各作者本國語言刊載，且

併記有英語及日語的翻譯，亦有俳論等。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要回顧及介紹在臺灣的 「俳句」、「漢

俳」、「灣俳」的現況，因此雖同為短詩的「短歌」和「川柳」

則不在本文介紹討論之範圍。 

 有關日本短歌的發展演變歷史及解釋有上述「現代俳句

協會」 編撰出版的《日英対訳 21世紀俳句の時空》（日文、英

文；2008年）和周華斌的碩士論文《從敷島到華麗島的受容與

變異──探討日據時期從日本到台灣的短歌與俳句文學──》

（華文；2007 年），還有網路上筆名「蒼藍之潮」、「DJ－姚大

鈞？」的等人的簡單的介紹可讀，如要英語解釋則如上述只要

鍵入「Haiku」或「Haiku for people」在 google 或 yahoo

搜尋引擎上搜尋就會出現上百有關俳句的外語（華語、日語以

外）網頁。 

 自 1895年～1945年間，臺灣是在日本統治之下，日語是

官方語言當然日語文學體裁之一的詩體的「俳句」、「川柳」和



「短歌」在民間流行是自然的事。有郭水潭、王登山、巫永福、

王白淵、詹冰等人見諸文獻，而日語俳句在臺灣的發展情形，

有從初期的《相思樹》、《ゆうかり－由加利》和多本同仁詩誌。

沈美雪在其 2006 年在日本的「日本台灣學會第八回東京學術

大會」中的演講文中也都有詳細的報告，也不在此贅言。 

 一開始引起我興趣和傷感的，是幾將逐漸加速走向滅亡

之路上的（請各結社會員多包涵諒解），在二次戰後常用官方語

言變天後繼續存續的日語俳句和短歌作品與結社－「台北歌

壇」、「台北俳句會」和「台北川柳會」等（還有其他小型會）

的存續問題。雖然中間（1946～1968）因嚴禁日語有一段空檔

時期，卻能繼續延續到現在，也是很難得的。其間短歌方面最

初有吳振蘭的作品於 1965 年獲入選日本皇室每年年初舉行的

歌會「昭和 40年歌会始お題「鳥」」，繼著有吳建堂的《臺灣萬

葉集》得過日本的「菊池寬賞」而名噪一時，而黃靈芝由「言

叢社」出版的《台灣俳句歲時記》則於 2003年獲得「第三回正

岡子規國際俳句賞」，而且後兩位著者都獲得日本天皇的勳位、

勳章。關於這些詩社的創立、經過、內容評論等詳情有黃智慧、

沈美雪等人在碩士論文或學會演講中有詳細的研究報告，也不

在此贅言。  

 不過自從黃智慧報告後，至今又經過了 7星霜，這幾家詩

社仍繼續存在而且經常有活動，其中黃靈芝主持（日語稱主宰）

的「台北俳句會」（1970 年成立）正積極準備明年（2010 年）

慶祝成立四十周年並發表出版成立四十年紀念俳句集，呈獻四

十年來的總成績。會員曾有近一百人的盛況，現在四十多人，

近年來每月出席月會的最少也有十五人，平均維持在二十多人



的情況，會友住國內和國外者都有。 

 日本人出席者 3人～4人，以嫁給臺灣人者為主，也有住

台北日商。住在日本的日本人每月寄作品過來參加者也有六、

七人，是仰慕黃靈芝俳句成就的真摯追隨者，不是狂熱粉絲，

也有自稱「飛過 30000英尺高空」遠道來求教者。 

 提出俳句作品者（開會五天前送到）則每次都有 45人～ 

60人，每人三句所以每次月會都有 150～200 句供參會者「披

講－（出席者每人各選五句好句並做合評）」。對這些作品黃靈

芝先生每月都在會前給予詳閱後寫出講評，講評內容在出席會

員提出選句後才另紙發給，所以不影響會員的選句。因黃氏閱

讀涉獵廣泛，評論內容充實，會員獲益良深，跟日本本土主持

詩社者有迥然不同之處，不過偶爾挑替之言，可不必介意，是

黃氏獨特幽默個性使然，是童心也是童言，並無惡意，反而是

受教之處更多，抿嘴一笑，當作即興即可。 

 可惜，新入會的年輕人不多，是本人所關心者，高年齡者

時而凋零，後繼無人，詩社在可見的將來不得不面臨收場的局

面，當想到在臺灣已維持一百多年的臺灣俳句文化及其光榮歷

史時，由衷覺得可惜卻束手無策。於是想到臺灣的年輕人的思

維、創作完全以華語文為主的今天，間或少數以臺灣話或客語

寫作，是否可以以漢字華語（包括台語、客語）來寫作俳句以

維繫俳句在臺灣的生命的念頭。 

 如前述日本俳句已成為世界文學界的風尚，因此在台灣

使用漢字來寫作俳句，就是「漢俳」，甚至繼續使用日語來寫俳

句也無不可，還有台語的「灣排」和客語的「客俳」。其實灣俳

前述黃靈芝不但已有作品，也指導過一些有志此道者，也曾在



台北縣社區大學講學過（1993 年），其講義也有結集成書，也

有人上載到網路上，聽說這一小詩社創立於 1993年，現在還繼

續存在，只是一直未成氣候。老實話，有的人甚至留學國外從

英語或外語文字才知道有「漢俳」的存在，看來不免有反諷之

感。 

 「漢俳」 在中國和日本之間已有定義，在後面會提到，

現在於中國都依這個定義創作，可是我不太贊成，我認為只能

說是漢字新型短詩，與日本俳句有一段距離，因此，在這裡我

想暫定義「漢俳」為以漢字寫的擬俳句，是一種極短的短詩，

是漢字詩歌和日本俳句交流而誕生的新詩體。 

 那麼為什麼漢俳在中國，不分老少男女會這麼暢行，依日

人今田述的說法，漢俳的資訊量等於日本短歌，要漢俳翻成日

語只能翻成日語短歌，而漢俳之在中國受歡迎是因其十七個漢

字與日本俳句同樣有五七五共十七個音節，而此音節的美妙節

奏音感為中、日雙方大眾所樂意接受之故。而有人描寫俳句稱

是以短小精悍、崇尚意境美、因猶如中國國畫中攝影技術中的

「留白」給讀者有廣闊的連想空間為其特徵。 

 最近的 「漢俳」的時尚開始於 2007年 4月 12日的「日

中文化、sports交流年」日本實行委員會和日中友好各團體於

東京赤坂 prince hotel 共同舉行的歡迎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總理溫家寶的酒會時，溫家寶在 4日的經濟五團體的午餐會

上吟詠漢俳一首如下： 

 和風化細雨 

 櫻花吐艷迎朋友 

 冬去春來早 



 日本代表回一首如下： 

 陽光滿街路 

 和平偉友來春風 

 誰阻情信愛  

 自此「漢俳」加速在中國普遍流傳，被一般大眾所接受，

甚至還跟日本相似，也有很多小朋友參與漢俳的寫作。 

 其實，如前述，自從 1980年和 1981年中日兩國詩人互訪

之後，「漢俳」就很快就被中國一般大眾所接受而傳開來，隨即

訂定出寫作『漢俳的原則』如下：  

 由於中文為單音節語言，與複音節的日語不同，漢俳改俳

句的十七音為十七個漢字，同樣分三句，為「五、七、五」寫

成三行的體制，故又稱「三行詩」。  

 句子節奏參照五言和七言近體詩，五字句的節奏一般為

二三式、三二式、一四式；七言句的節奏一般為二五式、三四

式、四三式，個別的還有一六式等。 

 分自由體和格律體兩種。無論是自由體還是格律體都有

季語（又稱「季題」），即表示季節的詞語，但要求沒有日本俳

句那麼嚴格，季語通常放在首句。  

 自由體：自由體又稱散體、新詩體，就是沒有任何平仄、

對應和押韻規定，可以用白話文寫作，很像現代新詩。 

 格律體：格律體則規定平仄和押韻，這是因為漢語的發音

較日語複雜，為了顧及音樂性而規定格律，使用文言寫。  

 自此，近三十年來，漢俳有關出版物也越來越多，例如發

表漢俳作品以及研究漢俳的刊物《漢俳詩人》等，此外也有漢

俳作者各人專集的出版。 



 進入下一段之前，在這裡要對於前見「曄俳」、「瀛歌」、

「偲歌」、「坤歌」四詞做簡單的補充說明。這四詞是日人中山

逍雀為將日本短詩和漢詩互換之可行性所提案的漢詩的定型、

字數和定義的名稱，而由中華詩詞學會所認定的。《曄歌》主要

是借景言情。曄歌有類似日本俳句的描寫傾向，描寫四季景色

的變遷，借以表現世間變化無窮以及生活在不断変化的世間的

人們的心理思想等等。《瀛歌》具有日本短歌的敘事抒情傾向。

主要用以讚美自然風景，表現家庭親情、男女純真戀情等等。

《偲歌》具有類似日本都々逸的性描寫傾向。主要用於表現男

女之間的情愛性愛，對異性的渴望、苦惱等等。寫這一類題材，

不可忘記詩歌的優雅性，切忌流于庸俗。《坤歌》具有日本川柳

的幽默、諷刺特點。以家庭、近隣、身邊諸事爲表現対象，以

諷刺、幽默的手法引人發笑，借以散發心頭積鬱。 

 至 2005年於北京成立〈中國漢俳學會〉（2005.3.23）時

起，接著在中國各地就有漢俳學會的成立，漢俳隨之在中國全

國成為時尚，近年來更因網路的普及，以及同時喜歡日本文化

和中國文學的年輕華人亦有不少加入創作的行列，使漢俳成為

受歡迎的「網路文學」的體裁之一。  

 在這些中國漢俳作者中，我看到一位臺灣出生的作者又

是極力推廣漢俳者，是朱實教授，他的另一個名字，也許是俳

號，是瞿麥教授，瞿麥、朱實是同一個人。他原來是臺灣師範

學院的學生，也是當時學院內文藝學社「銀鈴會」的成員之一，

就在那有名的「四、六事件」時，警覺敏銳的他很快就嗅出當

局抓人的魔掌已逼近，乃逃出臺灣遠走中國，當時有不少同學

遭逮捕槍斃。他逃過劫難後在中國和日本發展，在日本當過幾



個大學的教授，1994 年曾回台與舊友會面，「銀鈴會」舊友蕭

翔文在「たんがら」日文短歌同仁誌中有朱實及有關漢俳的介

紹。 

 在「北京週報日本語版」 2008年 6月 20日有關於朱實

的近況報導，全文翻譯如下：  

 『《瞿麥氏以漢俳和俳句做為中、日架橋－于強》。瞿麥氏

（別名，瞿朱實），是上海市對外文化交流協會常務理事，也是

上海俳句研究交流協會會長。亦曾任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的日

本室主任，是一位經驗豐富的日語翻譯家、學者專家。他以中

國語俳句（漢俳）架上中間的橋樑，在中日友好的美麗繪畫上

添上一筆。 

 瞿麥氏生於臺灣彰化市讀書人家庭，自小熟讀唐詩、宋詞，

喜歡中國的傳統文化。在臺灣受教育因此精通日語，又有一定

的文學基礎，因此到中國從事中日文化交流工作時，這些都變

成強大無可取代的助力。古代中國的漢詩渡海到日本，產生和

歌、連歌，由此誕生俳句，然後日本俳句回到中國誕生漢俳。

若以和詩作祖先，漢俳可以說是孫子。中日的漢俳、俳句交流，

不只反映出中日文化淵源一脈相通關係，更是加深中日兩國國

民的互相理解以及促進友誼的媒介。瞿麥氏可說是中日漢俳、

俳句交流的創始者也是架橋者。他於 1960、80年代在上海以翻

譯專家從事《毛澤東選集》的日語翻譯，在 1972年上海芭蕾舞

團訪日揭開中日國交正常化的序幕時擔任訪問團的秘書。當上

海跟大阪、橫濱建立友好都市關係時他都擔任通譯、連絡的任

務。瞿氏曾任日本早稻田大學、神戶學院大學、二松學舍大學、

岐阜經濟大學中國文學客座教授。他在日本的文化界、教育界



擁有很多友人，尤其跟俳句界的友人進行漢俳、俳句的交流，

也曾擔任過日本傳統俳句協會顧問。 

 1992年 4月，日本的傳統俳句協會一行 40多人由伊藤柏

翠副會長率領，並以瞿麥氏為副團長兼講師造訪北京、西安、

桂林。觀光後，在上海的花園飯店舉行以「中日友好漢俳、俳

句交流會」為名義的聚會。上海的著名文化人杜宣、羅洛、王

辛笛等數十名參加，各自誦詠自己的作品。這是中、日間頭一

次的漢俳、俳句交流會，也同時出版漢俳・俳句集『杜鵑声声

（ホトトギス）』，開啟中、日漢俳、俳句交流的新的一頁。

 日本航空公司每年舉行「世界兒童俳句比賽大會」，已有

十次之多也已出版特集。瞿麥氏在中國地區擔任俳句的評選，

並將選出來的漢俳翻譯成日本俳句後送交日本航空的負責人。

他也被聘為日本國際俳句協會的評議員。為了培養中國兒童對

於漢俳的興趣和愛好，他常常到上海少年宮指導參加比賽的兒

童，因此上海的兒童的漢俳能力居全國之冠並常獲獎。例如：

揚妍菲（8 歲）獲獎的漢俳是可愛純真的「無数水寶寶／赤橙

黄緑青藍紫／架成彩虹橋」（たくさんのお水の赤ちゃん／赤、

だいだい、黄、緑、青、藍、紫／虹の橋を架けた）。瞿麥氏不

只養成想學漢俳的小孩們以推進與日本的交流，還在上海的外

事翻譯者協會設立「俳句、漢俳研修班」除講課外同時給他們

的作品做「添削」（增刪修正）之指導，以及組織與日本交流的

活動。2007年 12月，在中日國交正常化 35周年之際，瞿麥氏

在上海外事翻譯工作者協會的支援下，於上海魯迅記念館開

「中日詩歌交流展」，有日本俳句協會會員及駐上海日本總領

事館文化領事，上海的漢俳、俳句愛好者等數百人參加。在交



流展，有各類中日漢俳、俳句、短歌等作品的展出，也有特集

本的出版，而中國這一方面的展出者多為受過瞿麥氏的薰陶者。

交流展結束後，藉此機會創立「俳之橋詩社」。瞿麥氏打開中日

的漢俳、俳句通道這個事實，深信將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

光輝的一頁，應是不容置疑的。（「北京週報日本語版」 2008

年 6月 20日）。』 

 回頭看漢俳在臺灣的情況。在跨語言時代的詩人中曾經

寫過日語短歌（俳句、川柳和短歌）者中有人曾嘗試寫華語俳

句或短歌，如：詹冰、蕭翔文、傅彩澄、黃靈芝等人。  

 為了寫本文，在網路上找尋資料，發現目前漢俳雖然在中

國蓬勃發展，但在臺灣只有極少數人有興趣，並且發現所謂漢

俳的定型並不符合日語俳句的定型、詩意、詩情，應該可以說

是較像日語的短歌（五、七、五、七、七）。 

 不過在網路上找到詹冰的「十字詩」，因為詹冰本人寫過

日語俳句，因此應較瞭解日語的俳句的定型、結構以及詩境、

詩情，所以作品應較符合日語俳句的本質、定型，雖然網路上

找不到詹冰完整的十字詩集，但另外在莊紫蓉的詹冰訪談錄 

(《面對作家》台灣文學家訪談錄（二）) 網頁上看到如下對談

內容：詹冰先生也自稱： 

 『對。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是十字詩，那是最短的詩。 

 您怎麼想到用十個字來寫一首詩？  

 那是從日本的俳句來的。日本的俳句大約十五個字，翻譯

成中文是十個字左右。俳句有它特別的詩境，我喜歡日本俳句，

也有點研究，就嘗試用中文十個字來寫詩。對日本的俳句沒有

研究的人，不太容易瞭解十字詩。



 您的十字詩和日本的俳句有什麼相同或是相異的地方？ 

 詩境差不多，沒講出來的部分－－相當於國畫裡的留白

－－很多，可以有相當多想像的空間，這是它的特點。我寫了

三百來首的十字詩，發表的有一百多首。』 

 由此可知詹冰的「十字詩」應該是以等同於日語「俳句」

的「漢俳」。 

 二十世紀末，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和《聯合報－副

刊》之推動之下台灣也跟著時尚這一種新興的短詩體－「三行

詩」，引起了一陣俳句風，期間雖有陳黎、洛夫、蕭蕭、張默、

李敏勇等詩人作品的發表，但是幾年下來，卻後繼無力而停擺。

其實陳黎的幾百首短詩是仿效具備日語俳句本質的短詩，楊雅

惠就稱是「俳句式新詩」，是一種符合羅蘭‧巴特的「瞬間文本」、

「零度書寫美學」的作品，但是資訊量之過多則不合日本俳句

的簡短特質。 

 如前述，在中國時興的漢俳我不認為是等同於日語俳句，

不只詩意、詩情、詩境有所不同，定型、內容量則較像日語短

歌，我倒同意黃靈芝對於灣俳的定義或定型──『漢字七到十

二字的漢字短詩』，因為其資訊量及詩意較接近日語俳句。至於

其他約束，我則比較不那麼嚴格，有關「季語」有則最好，沒

有亦可，因為日本的俳句也有很多人已採取無季語，至於「切

字」在華語因語法的不同很難要求，也不一定要寫景，但要守

十二字以下定型，以求內容的精短。 

 【簡單的說，是七～十二個漢字的短詩，而以十個字最恰

當，採二句一章一行，有「季語」最好，有沒有押韻則無所謂，

文白皆可，誦詠時能順口有韻律感。另外能使用華語唸出時就



是「漢俳」，能用台語唸出來時就是「灣俳」，能用客語唸出來

時就是「客俳」，三種語音皆可以唸出時則屬於廣義的「漢俳－

漢字俳句」，這樣，口語寫出的廣義漢俳則比較容易細分為「漢、

灣、客俳」，甚至再擴大到使用漢字地域加上「粵俳、越俳、……

等」。】 

 黃靈芝所遵從的是傳統的有季、定型、寫景的俳句，所以

他對於俳句寫作的說明、解釋、講評都偏重這一方面、但就我

的理解他對於無季語或寫情的俳句並沒有絕對地排斥。  

 陳黎和林建隆的華語俳句我都看過，應該說是自由律的

現代短詩較適當，林建隆的詩作中雖然有最短十一字的，但只

是少數的幾首，陳黎的都較長、而且不只長短、從結構上也跟

俳句有所不同。詹冰在其學生時代是日治時代、他寫過優秀的

日語俳句、所以他了解俳句的結構、奧妙，他自稱「十字詩」

的短詩、應該是十分接近日語俳句的漢字短詩、是最接近真正

的「漢俳」一詞。 

 在網路上也看到日人寫的漢俳，也是遵從中國的漢俳定

義，三行十七個漢字，灣俳則依黃靈芝的７～１２漢字，但根

本就沒有考慮能不能用台語念出來，兩者應該都叫做現代漢字

短詩較為適當。其實日人寫作漢俳的人多數是寫漢詩的詩人，

難怪所寫漢俳作品的內容、結構、詩情較像漢詩，不具有俳人

的詩情，所以有人說，要說是「漢俳」不如說是「漢詩」。 

現有「漢俳」本質的評論，另外也可在「DJ（姚大鈞）」的

部落格中的《漢俳還不如蘇俳》短評中略窺其一二，他提過「漢

俳不如蘇俳」的感受，我不懂俄語因此無法領略個中精髓，但

姚氏可能有這方面的天分。最近（06/29/2009）姚氏在網路上



開設一個俳句網站名為《新俳句：俳客聯合陣線》，有一、二十

多位投句者，漢字、外語都有。另外上述筆名蒼藍之潮的年輕

人（1980 年次）自 2003 年就經營詩作部落格網站《追逐遠方

青藍的水色印象》，裡面就有其作品漢俳二百多首以及一些日

語俳句作品，看來是遵守五七五定型的三行詩－漢俳。其他還

有一兩位在自己的部落格上介紹或寫漢俳作品的，但作品不多，

這裡不一一介紹。  

 有關台人的日語俳句，除了上述黃靈芝的著作外，台北俳

句會的會員有幾位長年參加日本的俳句會而其作品見諸所屬

日本俳句會的俳誌上外，因近年來日本俳句會也多另設網路版，

在網路上也可看到他們的作品及大名，如在俳誌「春燈」今年

九月號的網路版我就看到廖運藩、陳錫恭兩位台北俳句會資深

會員的作品，除此之外也有日人在其本國的部落格上引用台北

俳句會會員的作品。 

 黃靈芝除了在 1993年在台北縣縣民大學講解漢俳、灣俳

外也創立漢俳、灣俳詩社，至今雖仍存在但不能引起大眾的共

鳴。著名詩人莫渝也參加過黃靈芝的縣民大學講習會，他在其

著作《鐘聲和餘音－學習台灣俳句筆記》篇中的後段，將其漢

俳作品五十篇附上黃靈芝的講評一起公開出來，可見莫渝對於

詩學的投入與高潔的人格，我感佩至深，此外黃靈芝在《台灣

文學評論》連載《台灣俳句教室》（第七捲第二期－2007/4；第

七卷第四期－2007/10；第八卷第二期－2008/4；第八卷第四期

－2008/10 第九卷第二期－2009/4；第九卷第四期－2009/10）

對台灣作者作品都有詳細的的講解可以供參考，在第九卷第二

期則有對 「俳句」的解說。詩論本來就難解，雖然黃氏的華文



較難看懂，但是俳名享譽日本本國的俳句名師之華語解說會讓

你由入門瞭解到欣賞俳句的精隨、奧妙，以及對俳句寫作也有

絕對的幫助，不看雖不能說後悔莫及，會失去此生享受俳句之

機會是肯定的。 

 【期望年輕人開設、參與台灣俳句網站】 

 日本俳句使用自己的語言已風行全球一百年，日本俳句

在台灣也已有一百年的歷史，可惜因語言的問題逐漸沒落實為

可惜。 希望年輕人以各位熟悉的漢字來寫作「台灣俳句」以存

續俳句在台灣的命脈。「灣俳」與「漢俳」的差異在灣俳一句的

資訊量與日俳相同、留有空白讓讀者有聯想的空間，「季語」有

最好，無也無不可，詩情結構與日俳相似，等同於日俳，具備

瞬間美、零度書寫和禪悟的意涵。更可總合廣義的「漢俳」。 

 俳句是文學上最短的短詩，適合於老少一般大眾，這是國

際上大家所公認的，是最容易學習涉入的詩，但其深度莫測，

究其竟者可入定禪悟，請年輕人大家參與在各位最熟悉的網路

上來發展，我所知道的，現在網路上在英國已利用微網誌 

(microblog) 有「推特俳句－Twitter haiku－Twitku」的流

行，台灣不能在網路上落後，但我也不希望「俳句」 落入輕浮

的，隨便的，嬉戲的，它終究是「詩」，是「文學」之一種，不

可褻瀆。 

 年輕人站出來協力共同建立「台灣俳句網站」， 互相切磋

磨練在台灣推展這一網路文學。 

 （致謝：寫本文之際受到素昧平生的詩人莫渝先生、文大

沈美雪教授、詩人鄭炯明醫師和作家曹永洋老師，以及台北俳

句會會長黃靈芝先生及會友周月坡女士、陳錫恭教授慨予贈送



大作原稿影印及難獲的有關俳句資料，莫渝先生更在電話中給

我解說俳句在台灣的歷史及詩論，在此由衷一併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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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俳句」並不是只有日語才可以吟詠》 

  (世界俳句協會（World Haiku Association）及會刊 2011 

簡介) 

   前兩天收到日本寄來的一本 『世界俳句 2011 第 7 號』 

（World Haiku 2011 No.7）（2011/01/30 發行），是世界俳句

協會（World Haiku Association）發行的年刊，因其內容編輯

與一般俳句集或俳句雜誌有其不同的地方，想給各位做個簡單

介紹。也想告訴各位「俳句」並不是只有日語才可以吟詠。大

家可以使用自己的母語（台語、客語、華語、英語、粵語、滬

語、原住民的語言……）來吟詠並發表。 

   「俳句」是日語短詩之一，也是世界公認的所有人類語言

中最短的詩，只有 17個音節。 然而，在台灣，也許知道「俳

句」是世界文學上最短的日語「詩」的人還有，可是知道「俳

句」五十多年來已成為，在世界各國以各自的語言被吟詠的人

就不多了。不過，我發現近來因哈日或萌日的關係吧，網路上

對於「俳句」有興趣的年輕人越來越多。 

   「俳句」在日本本國已有四百多年的歷史，而在近一百年

間形成各種流派。從四百年前最原本的「連歌」及「俳諧」的

「發句」開始，發展到現代俳句之父「俳聖」正岡子規（1867

～1902）所訂定的寫生寫景、有季、定型的「俳句」，所謂「傳

統俳句」，爾後繼續發展延伸成為文、口語皆可，無季、有季不

問，主、客觀的寫景都允許的情形，甚至如漢詩口語的自由律

現代詩型俳句都被接受的情形。另外，以英文的「Haiku」一詞，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前，就已經流傳至西方，西方國家開始



出現仿照俳句形式以本國語言寫成的 「俳句－Haiku」文學，

在各不同國家，以不同語言被吟詠也快近一百年了。二次大戰

後，傳播的速度加快，隨著日本的政治、經濟復甦，國際上「俳

句」文化的廣為流傳已變成不爭的事實。 

   話說回來，俳句是日本的短詩，定型於江戶時代，現代的

俳句定型於明治時代的正岡子規（1867～1902），依子規的定義

吟詠的俳句就成為傳統的俳句形式。傳統俳句的三大準則為

「季語、五七五音節及客觀寫生」。然而「俳句」的本質在於短

小和留白，因此每一個時代都有不按傳統俳句的準則所詠的俳

句的存在，被稱為「前衛俳句」，而每每在文壇上引起轟轟烈烈

的騷動或論戰無誤，甚至在二次大戰期間則因軍部的思想統制

而有入獄者。這一種情況，無論古今或洋之東西都一樣沒有什

麼稀奇。另外日本俳句傳到西洋後以另一外貌（HAIKU）流傳不

斷，至今已有一百多年，以三行短詩的形態定型下來。俳句在

中國，則近三十年來以「漢俳」的形式流傳。但是不管西洋的

表音語言或中國的表義語言都無法完全符合日本俳句形式及

內涵.。近二、三十年來的前衛俳句作者則以較廣闊的思惟包含

俳句的內容外型，這樣就包含了西洋的 HAIKU、漢語俳句以及

世界所有語言的短詩統稱為「世界俳句」。 

   在俳句國際化之際，傳統俳句圈中的多數人仍傾向守住傳

統俳句的狹窄定義而不承認「前衛俳句」，更何況要將國際化的

俳句納入正統的「俳句」。此現象自明治時代開始一直持續著，

一波又一波，不斷地反復沖撲過來，據說最近幾年來此現象又

有更加嚴重的趨勢。可是另一方面，在此狂浪中仍有不少日本

俳人，包括使用表音文字寫詩的西洋人，為追求「俳句」的本



質性，即短而留有餘白的本質，不論所使用的語言，而努力。 

這些人就是成立「世界俳句協會」（World Haiku Association）

的一群俳人、詩人。 

   這些人於 2000年以日本明治大學的法語教授夏石番矢（本

名：乾昌幸）為中心與美國詩人 James Michael Kacian 和

Slovenia詩人 Dimitar Anakiev在 Slovenia 的 Tolmin，開成

立大會，有 11個國家的 68位詩人參加。之後，在世界各地每

2年開一次國際大會。在 2003年在日本奈良縣天理市開第二次

大會有 13 個國家的詩人 100 人參加， 2005 年在布加里亞，

2007年在日本東京，2009年在立陶宛，開大會。於 2004年 11

月第一本會刊『世界俳句 2005第 1号』(多言語、全 272頁)出

刊，之後，每年出年刊（多語言）一本。 

   夏石番矢教授，1955年生於日本兵庫縣，1979年畢業自東

京大學教養学部法語科，1984年修畢大学院比較文学比較文化

博士課程。1984年任埼玉大学教養学部専任講師，1987年任明

治大学法学院法語講座副教授、1992 年升任教授。自 1996 年

～1998年任巴黎第 7大学客座研究員。 自 2010年起在東京大

学文学部講授 「世界的俳句」。他於 1983年還是東大大学院學

生時，就已出版第一本俳句集『猟常記』。他的衝勁、倔強、天

才型個性不讓他走平常路，自東大學生時代起，拜前衛俳人高

柳重信為師，二十多歲就以俳人活躍於俳壇，在荊棘叢中開發

出一條獨創的小徑，即將發展成為眾所趨往的坦然大道。他發

表有多本俳句集、俳論和詩文有關論文，是以各種語言在各國

出版。 2000年 9月，於 Slovenia 的 Tormin創立世界俳句協

会，之後一直擔任主席至今。2008年主辦日本頭一次舉行的大



規模国際詩祭（Tokyo poetry festival 2008）。此外所獲得的

多項俳句有關獎賞不勝枚舉。他的夫人鎌倉佐弓也是著名俳人，

也發表過多本俳句集。每天閱讀他們兩位的部落格，了解兩位

馬不停蹄遊走於世界各地，以日繼夜翻譯、編輯、評論從世界

各國寄來的俳句，是十多年來真實的夫唱婦隨共同為「世界俳

句」之明天奔走之鴛鴦夫妻。 

   前兩天本人收到的是『世界俳句 2011 第 7 號』（World 

Haiku 2011 No.7），內容共 240多頁，有全球 41個國家 181位

詩人的 522 句俳句，7 個國家 15 人的 15 個俳畫，6 篇俳論，

還有日本和紐西蘭的 24句兒童俳句（如附圖），尤其最特別的

是每句俳句都有作者母語的原文再加上英語和日語的翻譯，都

是由專家所翻譯的，包括日語、英語、華語、德語、法語、立

陶宛語、義大利語、蘇拉夫語、俄羅斯語、蒙古語、葡萄亞語、

印度語、克羅埃西亞語、羅馬尼亞語、匈牙利語、………等等

語言，以本人的俳句為例，以台語、華語、英語、日語四種語

言文字刊印出來（本人提出的原文為台語、華語、日語三種版

本英語則為編輯部另請專家翻譯，不過大部分為主編夏石教授

所翻譯）。可想像編輯人員的辛苦與艱難。 

   在本刊中以漢語/漢字提出者包括本人一共有 7位。5位住

日本，其中石倉秀樹是本人的朋友漢詩人，其他四位由名字看

來應該是日本人，芋川冬扇、石塚萬李子、高橋香雪、田村美

千代，而且他們四位都用三四三共三行十個漢字來吟詠漢語俳

句，跟本人所推薦的華俳、灣俳同數目的漢字。為好奇心所驅，

使用日語谷歌搜尋引擎尋找，果不期然，前面兩位都屬於日本

漢詩社的成員，最後一位雖沒有查到猜想也是漢詩社的同仁，



而他們所使用的三四三漢字詩正是日人中山逍雀所提倡的短

漢詩「曄歌」。還有一位是也住在台灣的美國詩人 Paul 

Pfleuger, Jr，他是一位很活躍的詩人也是俳人，有很多詩作，

在台灣成功大學教學，本人不認識他，詳情請查看搜尋引擎，

有很多資料，他會不會華語或日語我不清楚，不過他必定除了

英文以外也提出華語稿，不然不會有華語俳句稿出現，好像是

有人替他翻譯。 

   最後，本人提出本文的目的在於希望對於俳句有興趣的年

輕人或詩人踴躍參與 「世界俳句協會」，它是沒有語言規範限

制的，可以使用每一個人的母語來吟詠俳句而符合於俳句的本

質，短而有留白即可，尤其使用台語（狹義定義，請客家朋友

多包涵）和客語。 

   有關「俳句」的歷史、本質、爭議、在台灣的流傳情形等，

以及本人關於「漢語/漢字俳句」的拙見以及對於「漢俳」的看

法請參考本部落格中的有關拙文。 

1.《台灣俳句》之旅 ：

2. 吟詠日本俳句－現代俳句的蛻變：

3.《漢語/漢字俳句》——―漢俳、湾俳、粵俳、…、？―

4. 『世界俳句 2011 第 7號』的介紹

6. 俳句は日本語でなくたって詠める その二

7. 俳句を詠む

8.《漢語/漢字俳句》―漢俳、湾俳、粵俳、…、とは？―

9. オーボー真悟のブログ

 (Posted Feb. 17, 

2011) 



 吳昭新 (Chiau-Shin NGO)

 (2011-10-4:初稿; 2019-4-9:修訂補充) 

   於九月九日~十一日受邀參加在日本東京舉行的「第二屆

東京詩歌祭及第六屆世界俳句協會 2011年東京大會」 。有

關世界俳句協會，已在本部落格做過簡介（《「俳句」並不

是只有日語才可以吟詠》

http://chiaungo.blogspot.tw/2011/02/blog-post.html 

(2018-10-27 reached)），因此不再贅言，至於《東京詩歌

祭》則是由協會理事長同時為會長的夏石番矢氏所主持的詩

歌會，據筆者的推想是為扶持俳句協會大會的盛況為目的，

同時舉行，包括了詩歌（短詩、短歌、俳句、漢詩等）的全

領域，參加的詩人也會增加，不至於單薄枯燥。  

 實際上會上朗讀的包括有日本現代詩、短歌、傳統俳句、

自由律俳句、漢詩等、世界各種語言的 HAIKU，當然也包括台

語和華語俳句。筆者則以台語、和日語朗誦了自作的 25 句俳

句，而華語部份則由中國的金中教授代為朗讀。這是大會當局

所安排的，本來筆者也自譯了英語俳句，但這一次因使用四種

語言吟詠俳句的只有筆者一人，一人所佔時間有所限制，因此

割愛了英語部份。其他詳情另文報告。 

   在本文，筆者想談的主要是「日本俳句的漢譯」問題。因

此有關世界俳句大會的敘述就此打住，進入本題。 

   跟 HAIKU同道理，要將傳統俳句翻成漢語（廣義）或使用

漢語吟詠傳統俳句（漢語俳句）時會遇到是否符合傳統俳句三



要件的難題。「季語」，漢語圈的腹地遼廣，季節特徵當然有

所不同，「切」尚可處理，「五七五」十七音節則因漢語一音

節可等於日語一～四音節，平均二音節，乃至於同為十七音節

的漢語短詩的內容量會遠遠超過日語俳句的內容量，使得漢語

俳句不等於日語俳句，反而類似日語短歌等問題出現。 

   雖然已經有想比同於日語俳句的所謂「漢俳」的流行，實

際上只能說外形上相同於日俳的十七個音節，內容則大不相同，

只能說是，漢語短詩的新型一種。在中國不說，在台灣也有些

人誦詠「漢俳」以為是在吟詠漢語俳句，錯了，這不是漢語俳

句，不過不要氣餒，各位還是詩人，只是寫的是新興的漢語短

詩，是在中國時興為華語界詩人所歡迎的新型定型漢語短詩，

合適現實資訊過多忙不過來的現代人的詩型，可惜不是「漢語

俳句」而已。 

   有關日本俳句的漢譯事項，自中國五四文化運動開始也

快有一百年了，之間在中國有很多人都嘗試過了，市面上有很

多文獻資料可供研究討論，有模仿其五七五形式者，有模仿其

精短者，有模仿其季語者，但至今仍無成功地完全承繼日本「俳

句」的精髓、本質的漢譯，當然更無法以漢語創作詠誦合乎俳

句奧義的漢語俳句。其中前述台灣的黃靈芝則因本身對於日語

俳句的造詣已臻於完美，因此其所稱漢語俳句之一的「灣俳」

之定義應該是最合乎日本俳句的漢語俳句，根據黃氏之定義，

漢語俳句是使用七～十二個漢字誦詠的一章二句短詩，筆者實

際誦詠或翻譯日本俳句也獲得同樣結論，認為漢語俳句是以十

個漢字誦詠的短詩，而因使用文言或口語會有用詞長短之分而

允許前後三個字的增減，即七～十三個漢字，有關季語則因筆



者自始就贊同自由律俳句，故有無季語皆可，而仍採二句一章

的結構。 

   這次參加前述第六屆世界俳句協會大會 2011，如前述，巧

遇來自中國的陝西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金中博士，由他替

我朗讀筆者所作俳句的華語部份。 

   金教授 1975 年出生，一歲多在襁褓中就會背母親所吟誦

的詩詞，不到三歲已能熟背四五十首五言七言絕句，八歲獲西

安市青少年唐詩演誦比賽一等獎，十四歲保送入西安交通大學

外語系，1955 年留學日本鑽研日本古典文學，於 2006 年獲東

京外國語大學文學博士，學成返國。他不僅從事日本文學的研

究還創作、翻譯日本短歌，故早稻田文學部文學博士松浦友久

教授在為金中教授的著書寫跋文時稱讚金氏說：「他不僅是一

位欣賞古典和歌及現代短歌的出色讀者和卓越譯者，還親自成

為佐佐木幸綱氏門下的『心之花』短歌社會員，實際從事出色

的『短歌』創作。一般來言，精通日語的外國人時常創作出色

的『俳句』並不罕見。然而母語非日語的外國人，而且憑借成

年後所學的日語創作出色的『短歌』則極為稀少，屬於例外中

的例外。這是因為『短歌』（57577）」和『俳句』（575）並

非僅有字面上的長短之別，而是具有本質差異之故──『短歌』

以『聽覺』及『てにをは』等助詞的流動為重點，而『俳句』

則是以『視覺』和『意象』的構成為重點。正因如此，同樣是

後天習得的日語，『俳句』易作而『短歌』難作。在這樣的情

況下，金中氏能夠創作出色的『短歌』，正是緣於他對於『詩

歌』具有本質上的卓越感性，並通過實際創作予以了證明。」  



   最近金氏有一篇關於日本俳句漢譯的研究－《古池，蛙

縱水聲傳——一詞一句形式的俳句翻譯──》，刊於《外語

研究》 2010年 01月號，對於最近三十年來中日間有關俳句

漢譯問題的討論，從俳句的內容本質和形式雙方加以檢討、

分析、解說，結論為漢譯俳句形式上與黃氏和筆者的想法相

似（參照：《吟詠日本俳句－現代俳句的蛻變》

http://www.worldhaiku.net/criticism/haiku_yomu_c.pdf 

；《漢語/漢字俳句》

http://olddoc.tmu.edu.tw/chiaungo/essay/haiku-

kango.htm） 

，認為漢語俳句的漢字字數最多以十字為宜，十七字的漢譯

過于冗長，不得不加入讀者主觀的解讀感受，這樣會失去本

來的特性，而十七字的漢語俳句也會落入同樣的缺點，並且

認為以「一詞加一句」形式的俳句譯法為最適當，在內容上

與俳句較為一致，無需添加多餘詞語，並能夠反映俳句切字

帶來的節奏停頓和俳句的內部結構。金氏把俳句的譯文一般

壓縮到七至十字，而根據具體的作品選擇適當的字數和結

構，便於再現俳句含蓄精練，富於餘韻的表現特色。 

金氏以最有名的芭蕉的「 」為例句，

以三十年來文獻上存有的譯文作分析解說，結論以七個字的漢

字翻譯為最忠實於原文而合乎俳句本質的翻譯。 

(2019-4-9)補記追加: 

   (經過初稿到今天 7 年多的時間，增加文獻閱讀和由漢語

俳句社同仁 20 多位和本人的實際以 343 漢字吟詠漢語俳句

1,000多句和翻譯日本俳句秀句 160句(包含芭蕉、蕪村、一茶、



子規、虛子等人的名句)的經驗，都毫無疑問困難地能依照俳句

<短、瞬間的感動、餘韻、節奏、內容、結構>的本質吟詠與日

本俳句同質的俳句內容，也同時發現原習於吟詠現代詩的詩人

起初稍不習慣於吟詠俳句，但大多都很快就意會俳句的本質，

但當讓他們自己選擇吟詠短歌或俳句時，仍然很多人先選擇短

歌，因為短歌本來就是抒情的詩歌，且是由宮廷中的戀歌發展

而來的。) 

 筆者這一次(2011)在東京與金氏相遇時提到這一篇論文，

他說他也讀過了筆者的《漢語/漢字俳句》一文，我就提出想把

他這一篇文章介紹給台灣讀者，他即時答應，回國後他就把原

稿寄給我，後面就是他這一篇論文的原稿，發表於 2010 年 01

號《外語研究》的原文，因原文為簡體字，雖然簡體字的閱讀

對於台灣人來說並沒有什麼困難，筆者還是尊重一般習慣，翻

成繁體字，提供給有興趣者做參考，期望對於將來想翻譯日本

俳句或誦詠漢語俳句的人都有所幫助。 

 （2011-10-04 23：50 p.m.完稿 吳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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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綜述先前俳句翻譯的基礎上，提出一詞加一句形

式的俳句譯法，並以之對芭蕉“古池”等作品進行試譯。該譯

法與俳句的內容較為一致，能夠反映俳句切字所帶來的節奏停



頓和俳句的內部結構，便於再現俳句含蓄精練、富於餘韻的表

現特色。 

關鍵字：俳句翻譯；切字；含蓄；芭蕉；古池 

The Ancient Pond, into Which a Frog Jumps with a Splash 

--On the Method of One Word Plus One Sentence in Haiku 

Translation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proposes the method 

of one word plus one sentence in haiku translation, and 

applies it in the translation of Basyo’s Ancient Pond. 

This method, capable of reflecting haiku’s rhythmic 

pause and inner structure caused by kireji, can best 

retai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harm of the original 

poem. 

Key Words: haiku translation； kireji；reserve； Basyo； 

Ancient Pond 

   圍繞俳句翻譯，二十年來很多中日學者參與了論爭。本文

在綜述先前研究的基礎上，從俳句的表現特點入手，提出一詞

加一句形式的俳句譯法，並以之對芭蕉“古池”等作品進行試

譯。 

一、先行俳句翻譯概觀 

（一）“五七五”型



王樹藩認為俳句“（前略）它有固定的‘定型’，是上五、中

七、下五三節組成的十七音詩，為尊重人家的特有形式，我們

也應該運用我們語言上的方便（中略），力爭譯成五、七、五

的形式，保持原詩的節奏和短——長——短這種迴旋美”

（1981，48）。“五七五”型的譯例如： 

   閑かさや岩にしみ入る蝉の声    芭蕉   

寂静一何極漫 山蟬鳴任東西 聲浸青岩里  王樹藩譯  

 （1981，46） 

 明月や池をめぐりて夜もすがら 芭蕉 

 秋夜月儿明，悠悠閑步繞池行，不覺已深更。 

 菜の花や月は東に日は西に     蕪村 

 菜花一片黃，皎皎明月出東方，西天下夕陽。  賀明真譯 

 （1983， 40） 

   該譯法在形式上與俳句以及由俳句演化出的漢俳相一致，

為不少俳句翻譯者所使用。對於其勢必增加俳句內容的問題，

王樹藩認為俳句本身短小，含有大量的省略、象徵與暗示，為

了讓讀者充分理解其意義與色彩，有必要補出原詩的省略，

“五七五”並非多餘（1984，12）。 

（二）非定型

   李芒認為俳句內容繁簡各異，譯文應主要從內容出發，

“（前略）總的精神是在採取靈活多樣的形式和方法的基礎上，

逐步增多地採取適當的定型化的譯法。具體作法是：（中略）

俳句更多地譯成四、七，三、七，七、五，七、四句式等”（1982，



22）。在其多種形式的俳句翻譯中，總的來看以“四七”型所

占比重較高，例如： 

 夏草や兵どもが夢の跡  芭蕉 

  夏草萋萋，武士長眠留夢迹。 

 閑かさや岩にしみ入る蝉の声 芭蕉 

  寺庭幽靜，入岩石是蟬鳴。 

 荒海や佐渡に横たふ天の川  芭蕉 

  碧海狂濤，銀漢横垂佐渡島。 

 李芒譯（1987，49） 

（三）“三四三”型

   高橋史雄從日本傳統詩二音一拍的音律觀點出發，認為

“三四三”是俳句翻譯的唯一定型（1981，13）；松浦友久主

張日本傳統詩四音一拍，也認為對於俳句當譯為“三四三”的

形式（1992，202）。二人均提倡對於芭蕉“古池”俳句的“古

池塘，青蛙入水，水聲響”及“古池塘，青蛙入水，發清響”

的翻譯，對此後文詳述。 

（四）傳統詩句型

   彭恩華多用五言或七言二句的形式翻譯俳句，有時亦使用

五言絕句的形式（1983），例如： 

 五月雨をあつめて早し最上川   芭蕉 

   齊集五月雨  奔騰最上川 

 川舟やよい茶よい酒よい月夜   芭蕉 

   中流蕩舟寄逸興  茶甘酒 美月有情 

 夏草や兵どもが夢の跡         芭蕉 

 大藩歌舞地  曾作修羅場  今看夏草盛 功名等黃梁 



 彭恩華譯（1983，141） 

（五）其他

   劉德潤多使用“三三五”的形式翻譯俳句（1982），例如： 

 鶯や前山いよよ雨の中 秋櫻子   

   鶯聲亂，望前山，漸隱雨如烟。 

 里人の渡り候ふか橋の霜  宗因  

 鄉里人，早動身？橋霜留過痕。 

 劉德潤譯（1982， 39） 

二、俳句的表現特色 

   以上列舉的種種俳句譯法各有側重。“五七五”型注重傳

達俳句的形式，非定型注重與俳句的內容對應，“三四三”型

注重傳達俳句的節奏，傳統詩句型注重為中國讀者所熟悉。俳

句究竟採取何種方式翻譯理想，有必要對其從內容、形式、節

奏、結構等方面逐一分析，依照各指標的相對重要程度進行綜

合判斷。 

（一）內容

   俳句表現高度含蓄精練、富於餘韻，恰如其分地傳達其內

容十分重要。理論上，古典詩歌中漢語一字基本相當於日語假

名 2音（松浦友久，1992，199）。俳句由 17音構成，其內容

含量具體作品有別，不過總體上講平均約相當於 8.5 個漢字。

這樣看來，在當前的俳句翻譯中篇幅較短的“三四三”型及五

言二句型各為 10個字，基本上是一般俳句內容含量的限度，其

他形式則明顯偏長。如果為了滿足某種形式而添詞湊字，把作

者特意保留未言的“余白”部分直接點透，則有損俳句的含蓄。 



（二）形式

   俳句的“575”指的是假名音數，使用漢字和假名混合書

寫則成為連貫簡短的一行。“575”是俳句流動的聽覺形式，並

非固定的視覺形式。因此，用視覺鮮明的“五七五”漢字再現

俳句“575”的聽覺形式並不重要。 

（三）節奏

   切字為俳句所獨有，對於俳句的表現效果起到巨大的作用。

松浦友久指出：俳句在切字的位置產生一個較長的節奏停頓，

“575”音本來所具有的流動感受到抑制，同時切字之外的二

句連讀，構成一組連貫的詩聯（1991，102）。可見，由“575”

三個短句構成的俳句，其間所包含的兩個節奏停頓並非等長。

在聽覺上明顯感受到的是切字位置的停頓，另一處停頓由於二

句連讀而不甚明顯。 

（四）結構

   切字同時也決定了俳句的內部結構，使得俳句一般分為 5

音句和 75音詩聯兩個部分。5音句部分的意象由於切字的“余

白”作用得以持續、強化，其與 75音詩聯之間多存在內容上的

飛躍，而缺乏明確的語法關係（松浦友久，1991，106）。所以，

俳句內部實質上是由 5 音句和 75 音詩聯構成的一短一長的非

對稱結構，並非所謂“短——長——短”的“迴旋美”結構。 

  綜上所述：俳句表現含蓄精練，在切字的位置存在較長的

節奏停頓，結構為一短一長的非對稱型。俳句理想的翻譯形式，

應當最大限度地再現這些固有特色。 

顯然，“五七五”型、傳統詩句型及“三三五”型譯法均不能

反映出俳句的節奏特色和非對稱型結構，而由長短兩句構成的



非定型譯法及“三四三”型譯法有其合理性。如王勇所指出：

“單從節奏單位去講，〔3·4·3〕型正好與俳句相符。然而俳

句的三個節奏並不是相互獨立、完全對等的，其中兩個節奏總

是聯繫得緊密些，（中略）漢譯〔3·4·3〕型雖然在節奏數上

與俳句對應，但沒能轉達節奏之間的虛實、疏密、回環的關係。

如果譯成‘古池塘，青蛙跳入水聲響’的〔3·7〕型，將能比

較完整地再現俳句的韻律美”（1990，15）。可以根據俳句的

內部結構，將“三四三”型譯案中的四字句和三字句合併成為

一個七言句，整個譯文成為“三七”或“七三”型結構，節奏

停頓縮小到一個，從而與俳句原文相對應。 

三、一詞加一句形式的俳句翻譯理論及譯案 

   經過以上分析，筆者提出對於俳句採用一詞加一句形式的

新型譯法。即，俳句中相對獨立的 5音句譯為一詞，75音詩聯

合譯為一句，中間用逗號隔開。這是一種非定型的翻譯方式，

一般一詞為二或三字，一句為五或七字，具體字數和前後位置

視俳句的內容而定。其特點如下： 

（一）與俳句在內容上較為一致，無需添加多餘詞語。

   如前所述，古典詩歌中漢語一字基本相當於日語假名 2音。

俳句所獨有的切字非常微妙，其語感只能在日語原文中體會，

而很難用另一國語言文字再現出來。松浦友久指出：由於日語

詩歌中七五調是最為自然的節奏構造，切字位於初句 5音結尾

的“5，75”結構的俳句，在數量上明顯多於切字位於第二句 7

音結尾的“57，5”結構的俳句（1991，103）。大量俳句中相

對獨立的 5音初句由於結尾是切字，其實際內容只有 4音，有



時用兩個字就能盡傳其意。俳句的 75 音詩聯平均約相當於漢

語六字，介乎於五字與七字之間，有時用一個五字句就能盡傳

其意。這樣就可以根據俳句的內容給出簡潔精練的譯文，不需

要像“三七”或“四七”型譯法那樣事先規定好翻譯模式。通

過後述可知，“三七”或“四七”型譯法對於某些俳句作品依

然有稍長之嫌，不得不添加少許字詞，影響了翻譯效果。一詞

加一句的形式儘量只翻譯俳句的字面意義，不將俳句的“翻譯”

擴展為俳句的“解釋說明”。只有在出於語言表達習慣，不得

不添加原文字面上所沒有的詞語時，才作最小限度的添加。把

俳句原作中讓讀者想像、品味的部分保留給中國讀者，從而再

現俳句含蓄精練的表現特色。 

（二）能夠反映俳句的節奏停頓和內部結構。

 由二或三字構成的一詞，通過逗號與一個五或七字句相連，

二者之間存在一個明顯的節奏間斷，類似於俳句切字帶來的停

頓。同時，一詞和一句的前後關係能夠清晰地反映出俳句內部

是“5，75”還是“57，5”結構。五言及七言句是中國古典詩

詞中最為常見的句式。對於中國讀者，二或三字與五或七字句

的搭配，仿佛是從詞中截取的一個片斷，有一種言猶未盡之感，

便於再現俳句富於餘韻的表現特色。 

以下是筆者運用一詞加一句的形式對俳句作品的試譯： 

（一）“5，75”結構

1，“二五”型 

 鶯や柳のうしろ藪のまへ       芭蕉 

   流鶯，柳後復竹前。 

 明月や池をめぐりて夜もすがら 芭蕉 



   明月，終宵繞池行。 

2，“三五”型 

 旅に病んで夢は枯野をかけ廻る 芭蕉 

 羈途病，夢馳荒野中。 

 荒海や佐渡に横たふ天の川    芭蕉 

   海汹濤，銀河橫佐渡。 

3，“二七”型 

 有明や浅間の霧が膳を這ふ     一茶 

 残月，淺間霧爬案上餐。 

 鶯や前山いよよ雨の中  秋櫻子 

   黄鶯，前山漸没烟雨中。 

4，“三七”型 

 菜の花や月は東に日は西に     蕪村 

 油菜花，月在東天日在西。 

いくたびも雪の深さを尋ねけり 子規 

   曾數度，詢問雪深深幾許。 

（二）“57，5”結構

1，“五二”型 

 木曾山に流れ入りけり天の川  一茶  

   流瀉木曾山，銀河。 

2，“五三”型 

 里人の渡り候ふか橋の霜  宗因 

   鄉人經過否？板橋霜。 

3，“七二”型 

 草霞み水に声なき日ぐれ哉     蕪村  



   草原靄靄水無聲，日暮。 

4，“七三”型 

 五月雨をあつめて早し最上川  芭蕉 

   五月長霖匯流急，最上川。 

 目には青葉山ほととぎす初鰹   素堂 

 眼中绿葉杜鵑啼，新鰹魚。 

四、芭蕉“古池”俳句的翻譯 

   芭蕉的「古池や蛙飛び込む水の音」之作可以說是目前為

止被翻譯最多的俳句，對此已有王樹藩（1981）、寧粵（2000）、

姚文清（2001）等文章論及。以下主要從添加詞語和語感的角

度作補充分析，並提出筆者的譯案。 

（一）“五七五”型

（1）幽幽古池畔，青蛙跳破鏡中天，丁冬一聲喧。  陳德

文譯（引自王樹藩，1981，47） 

（2）悠悠古池畔，寂寞蛙兒跳下岸，水聲，——輕如幻。 

王樹藩譯（1981，48） 

   （3）古池秋風寒  孤伶伶蛙縱身躍  入水聲淒然    寧粵

譯 （2000，36） 

   （4）幽幽古池塘  青蛙入水撲通響  幾絲波紋蕩    陳岩

譯（2006，30） 

（二）“四七”型

（5）古池幽靜，跳進青蛙聞水聲。  李芒譯（1987，49） 

（三）“三四三”（三七）型



   （6）古池塘，青蛙入水，水聲響。  某華僑譯（引自李芒，

1982，19） 

 （7）古池塘，青蛙入水，發清響。  李芒譯（1982，19） 

   （8）古池塘，青蛙跳入水聲響。  林林譯（引自李芒，1982，

19） 

（9）古池塘，一蛙跳進聞幽響。  李芒譯（1999，47）

（四）五言二句型

 （10）蛙躍古池內  靜瀦傳清響  彭恩華譯（1983，141） 

（五）五言絕句型

   （11）蒼寂古潭邊，不聞鳥雀喧。一蛙穿水入，劃破靜中天。 

姜晚成譯（引自王樹藩，1981，46） 

   （12）古池幽且靜，沉沉碧水深。青蛙忽跳入，激蕩是清音。 

檀可譯（引自姚文清，2001，118） 

   譯案（3）將原作誤解為秋季不論。譯案（1）的“鏡中天”、

譯案（2）的“寂寞”和“輕如幻”、譯案（4）的“幾絲波紋

蕩”、譯案（11）的“不聞鳥雀喧”和“靜中天”、譯案（12）

的“沉沉碧水深”是在原意之外的添加。譯案（1）和（4）的

“幽幽”、譯案（2）的“悠悠”、譯案（5）的“幽静”、譯

案（10）的“静”、譯案（11）的“蒼寂”、譯案（12）的“幽

且静”是對「古池」添加的修飾語，譯案（1）的“喧”、譯案

（9）的“幽”、譯案（10）的“静”是對于「水の音」添加的

修飾語。這些雖然在原意框架之內，但有多餘之嫌。芭蕉的這

首作品，古池之靜、蛙縱身入水時之動以及其後一切的複歸於

靜均在不言之中，特意挑明則有損原作的含蓄，應當保留給讀

者品味。 



   譯案（6）至（9）的“三四三（三七）”型雖然在以上譯

案中屬於字數較少的，但還是有些地方失之於不夠凝煉。李芒

自身即指出：“（前略）‘古池塘’三字，從習慣上一般不這

樣說，有說‘古池’、‘古潭’，很少說‘古池塘’或‘古塘’

的”（1980，4）。譯案（7）中的“清”字亦見於譯案（10）

和（12），李芒指出：“（前略）大概有兩三位教授提出那古

池可能是一潭濁水，‘清響’無從‘發’出。在國內，也有日

本朋友提出類似想法，足見這個‘清’字勢在必改”（1982，

19），後來在譯案（9）中將其修正為“幽”字。 

另外，大部分譯案中所用的“青蛙”一詞口語色彩明顯，譯案

（2）的“跳下岸”、譯案（5）和（9）的“跳進”、譯案（8）

和（12）的“跳入”語感不夠典雅。 

   以上種種譯案之不足，主要是受到定型翻譯模式的影響，

為了湊齊字數而不得不添加多餘的詞語所致。俳句的翻譯應當

採取節制的態度，將添加詞語儘量限制在最小的程度。不然重

則陷入主觀臆斷、無中生有，輕則雖符合原意，但有損含原文

的含蓄精練。而含蓄精練恰是俳句表現的生命之所在。 

   芭蕉的這首俳句是典型的“5，75”結構。初句「古池や」

的「や」是切字不譯，整体譯為純名詞形式的“古池”二字即

可。末句「水の音」為名詞结句，為了符合中文表達習慣，添

加一動詞“傳”字，與第二句「蛙飛び込む」合并譯作一個簡

短的五言句“蛙縱水聲傳”。中國古詩中相對而言五言句比七

言句格調古雅，似較符合原作的氣氛。整體即譯為： 

 古池，蛙縱水聲傳。 



結語 

   本文提出以一詞加一句形式的俳句譯法，該譯法在內容上

與俳句較為一致，無需添加多餘詞語，並能夠反映俳句切字帶

來的節奏停頓和俳句的內部結構。把俳句的譯文一般壓縮到七

至十字，根據具體的作品選擇適當的字數和結構，便於再現俳

句含蓄精練、富於餘韻的表現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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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三, 三四三四四, <漢語俳句短歌>邁出才兩年多, 

老少男女, 海內海外同體一心, 探探探, 求求求, 探求其迷樣

堂奧禪思, 打破漢語詩界迷思, 已成功創造出漢語詩界的 

<瞬間感動> 的 < 最短> 表達方式, 吟者、讀者雙方, 根據 

自身經驗,  <各自>  且 <共同> 吟詠的詩界獨創特殊詩型, 

解決了迷思. 



<三四三漢語俳句> 

俳句的本質及其真髓是將瞬間的
感動, 以最短詞句吟詠的詩, 吟者
與讀者的詩情因其人生經驗, 不一
定相同, 甚至迥異, 有時更帶禪
味. 



(何謂俳句) 

看到標題的新聞報導時吟詠出來的一句俳句, 
吟詠出來的人, 讀者則因有濃厚台灣意識者, 現

實主義者, 重錢財者, 70年前從中國逃難出來者
以及有不同思維的其子孫們, 牆頭草等等的不同, 
其讀解鑑賞也有不同, 

<漢語俳句>因只有十個字, 所以不適於吟詠
抒情, 如現代詩, 但可以吟詠時亦無不可, 因 <
俳句> 起源出自於日本宮廷的<短歌>, 而<短歌>

則是專事吟頌戀歌等抒情的短詩. 日本流行的俳
句則因俳句大師之一<虛子>於 1920-30年代倡導
合適於日本風俗習慣四季變化易於一般人吟頌的

花鳥諷詠而採取<季語>的俳句形式, 之後自然而
然地因易於吟頌, 以致大眾取向化(populism)而
廣傳於一般大眾, 世界各國因其民情風俗習慣及

四季的不同不一定效法虛子的大眾化俳句, 只要
取其本質真髓即可. 所以吟詠俳句者有兩類, 其
一為嗜好其詩情而吟詠者, 另一為為時尚或教養

而有閒餘時間學習者, 當然因大眾化以後者為多, 
前者較少, 以致主客顛倒, 不識者錯以為大眾化
者為主. (<populism>一詞因時代變遷涵意有所不

同, 台灣現在翻譯為<民粹>含有一些蔑意, 有些
不妥.)   (吳昭新; Chiau-Shin NGO,M.D.,PhD.) 



<序> 

  自本人在 2016年初,開始在臉書上籌劃漢語俳句社團,已經過了快

三年了.社員已經超過 260多位,而實際吟詠俳句者則雖然只有 20多

人,不算多,但從零開始還算不錯,其中有幾位是多產作家.社員的漢語

俳句集電子書已出版二冊,這一冊則已是第三冊了,如果將本人個人的

漢語和日語俳句集算在一起已經出版第七本了.應該說是可觀的成績.

這一集收入 13 位作者作品.作品除了標準華語和台語外,這一本裡更

增加了粵語俳句和短歌,且有兩位日本人的作品外,還有海外華裔人三

位參與. 

  最近聽到有台灣的詩社將要開闢俳句專欄,是可喜的現象,只希望

不要復踏二十世紀末聯合報和中國時報的後轍,半途不繼的事再發生.

我這十年來細想過其原因,很可能是台灣現代詩詩人,自五四以來,久

已習慣於抒情詩思維及實作有關,以致較難了解俳句與一般詩歌本質

上的特殊性差異所引起.這一種特殊差異需先了解日語俳句在台灣和

日本本土發展的歷史與差異,以及戰後日語俳句的演變及漢語俳句的

發展經過,此外更要了解詩歌一千年來在日本本國的演變歷史和明治

以後的演變歷史,以及連吟詠俳句的日本人都不知道的日本俳句的演

變和各種派別存在的情形和為何同樣是短詩,日人較喜歡俳句的原因.

其中最重要的是誤將俳句的一支派俳句,也就是一家之言的 <花鳥諷

詠> 奉為俳句的主流等原因.<花鳥諷詠> 是日本明治時代,人稱俳聖

的子規兩位高徒之一的虛子發現其內容剛巧適合於日人二千年來的生

活習慣而且易於吟詠而受一般大眾所接受變成文雅,學識,高尚的時興

表徵,乃至經 populism原理演變成俳句的主流而不自知,一般人錯認 

<花鳥諷詠> 才是俳句,其餘不是俳句的錯覺,甚至自以為是的一般日

人常給外國人教導和改正為錯的結果.至於漢語俳句則早就有台灣深

黯台語日語雙語的俳句先知前輩詹冰,朱實,黃靈芝等人確認十字才是



最適合日俳原理型態的字數,還有俳句的結構乃是 <一句一章=一物仕

上げ>和<二句一章＝ >的句型,而日俳原型一千

年來卻維持分三段乃是為詩歌節奏原因所在,卻有人為創新名譽慾而

擺出二段詩歌以為創新,這又是走入 <漢俳> 和 <截句> 的想比擬已

成世界性的 <俳句> 名望之後轍造成四不像卻頗受一般民眾歡迎的歧

路而已.此種惡習不只在詩歌,在其他多種學域或藝域都可見到並不稀

奇,但是我們確切不希望見於詩歌界.近來更有些日人想闖入世界俳句

界,不想走正路,卻利用關於俳句一知半解的略知日華語雙語人士參與

其謀略,是詩歌界之不幸,不只網路上在報紙上也略見一二,盼望其謀

略不能得成. 

  還請各位確記 <俳句> 以 <句> 而 <短歌> 以 <首> 

算, 請勿混淆. 

 (本人在此只簡單提起零星事項,詳情請參考散見於網路和俳句集的

拙文. 感謝.  吳昭新 誌, 1.1.2019) 



<簡歷> 

吳昭新 (Chiau-Shin Ngo; Jau-Shin Wu, M.D., PhD): 

筆名: 瞈望(NgBang), OobooShingo, オーボー真悟； 

出生年：1930；出生地：台灣(彰化員林); 原籍:台南市 

學歷： 
1. 日本京都市北白川國民學校畢(1943)
2. 考入日本京都府立第一中學校(1943),入學後不久即回台

3. 台北州立第二中學入學(1944)
4. 台北市成功中學高中部畢業(1950)
5.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醫科（七年制）畢（1957）

6. 日本國立鹿兒島大學醫學部醫學博士（1973）
7. 台灣教育部部定醫學教授

經歷： 
1.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内科住院醫師
（1957~1960）

2. 馬偕記念病院內科醫師（1960~1965）
3. 台北鐵路醫院內科主任（1968 ~ 71 年）
4. 中山醫學專科學校（現中山醫學大學）內科主任教授

兼附設醫院院長（1971 ~ 1972 年）



5. 省立台北醫院內科主任( 1972 ~ 1981年）
6. 省立台北醫院院長（1982 ~ 1986 年）

7. 省立台南醫院院長（1986 ~ 1989 年）
8. 衛生署預防醫學研究所所長（1989 ~ 92 年）
9. 衛生署檢疫總所所長（1992 ~ 93 年）（1993年 2月自

請提前退休）

其他經歷： 

1.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內科兼任主治醫師
（1972 ~ 86 年）

2. 台灣大學醫學院兼任講師（1972~1973 年）

3. 台北醫學大學內科兼任教授（1980 ~ 2016）
4. 高雄醫學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兼任教授（1989 ~ 96
年）

5. 衛生署肝炎防治委員會委員（1981 ~ 2002年）
6. 考試院典試委員（81年度高普考, 82.84年公務人員升

等考試） 

獎賞： 
• 台灣醫學會  杜聰明博士優秀論文獎（1973年度）得獎

人
• 特別醫藥貢献賞（個人類）（1999年度）－國家生技及
医療保健委員會、全球展望醫學基金會－受獎者

• 2012 年日本短歌詩人協會第七屆國際短歌大會競賽
Certificate of Merit by Yasuhiro Kawamura 獎  得獎人
(The 7th International Tanka Festival Competition, 2012,

By Japan Tanka Poets’ Society)

退休後的著作論文隨筆:經歷 

傳統著作： 



肝臟病 
健康檢查解讀 

台語文讀本 
老醫隨想錄 

網路網站及部落格（華語、日本語、英語）： 
1. 老醫之家: http://olddoc.tmu.edu.tw/
2.

http://olddoc.tmu.edu.tw/JP/index.html 
3. オーボー真悟のブログ：

http://oobooshingo.blogspot.com

4. 俳句を語る：
http://www.olddoc.net/search2/index.php

5. Chiau-Shin NGO のフエイスブック：

https://www.facebook.com/chiaungo
6. Dr. NGO's HAIKU note: http://ngbangngo.blogspot.com
7. 瞈望部落格: http://chiaungo.blogspot.com

8. The Global HAIKU Net: https://olddoc.net/index-H.html

之外: 

醫學專業研究期刊論文: 30 多篇. 
醫學專業研究論文, 學會發表論文 130 多篇. 
醫學有關及文學有關雜文 100 多篇. 

http://olddoc.tmu.edu.tw/
http://olddoc.tmu.edu.tw/JP/index.html
http://oobooshingo.blogspot.com/
http://www.olddoc.net/search2/index.php
https://www.facebook.com/chiaungo
http://ngbangngo.blogspot.com/
http://chiaungo.blogspot.com/
https://olddoc.net/index-H.html


 國立預防醫學研究所所長時代(1991) 

第六回世界俳句協会大会及び第二回東京ポエトリー大会（2011） 

2



  （1995） 

陽明山中國飯店屋頂上(199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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