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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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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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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 

               陽明山中國飯店屋頂上(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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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 78歲的時候，是 2008年，只因為稍解日語答應朋友的善誘， 

加入台灣唯一的日語俳句結社開始學習俳句。老實說俳句早已在念小學

的時候就學過幾句，短歌也還記得有幾首，只是在 78 歲開始學習時才

又想起。 現在回頭看看過去九年， 在開始吟詠俳句不久後就已產生 <

甚麼是俳句?> 的疑問而迷惑。 因而這九年完全放棄了自己的本業以及

所有雜事，把所有的時間用在蒐集及詳讀有關俳句的資料，並以往年在

別的領域獲得博士學位的方法分析研究，耗費了可以取得兩個博士學位

的時間與工作，最後到達所謂傳統俳句就是俳句界的<反多元主

張:populism> 的結果，這應該也可說是本人有幸為外國人的好處的關

係，不得不覺得很感謝。 

    俳句的意義應該是比一般人所認知的更為廣闊的， 而世界上所有

的俳人包括日本人在內都以各自的母語熱烈地在吟詠俳句。在日本也有

很多人在反多元主張的壓力下，不顧他人的反應，各自在吟詠自己喜歡

的俳句，但另一方也有不少人以玩言語的樂趣如學插花舞踏似的，並因

無知無罪而在傳統俳句所訂的三種規範下吟詠俳句而享受其樂。這些人

好像是以年紀較高的人為多，但也有年輕人，並且以屬於各俳句結社的

人為多，正如日人中川廣在十多年前就已有所指出，也是俳聖子規所指

出的 <箱庭俳句>， 隨由各個結社的主宰及前輩的擺布來進行。不過那

也很好， 總比沉迷在牌局，賭博，玩彈珠好多了， 至少可磨練更美好

的古典日語和日語詞彙或詞藻。只要是深信那就是俳句但不會去排斥或

批評追求俳句的真髓本質的人們就好。 

    另外，在台灣和中國等，有不少漢語文化圈的人士， 因有一個 <俳

> 字，將近來新發展的新型詩 <漢俳> 誤認為是俳句的事實，雖然已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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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真正了解古詩和俳句的吟詠家確認為與俳句完全不同的詩型，可是

仍有一些一知半解日語的詩人，或因由不識俳句的詩情是詠者和讀者因

其人生經驗的不同而異,而藉由不正確的翻譯家的錦上添花或畫蛇添足

式的個人感觸解釋的翻譯來解釋，不願承認錯誤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

要了解詩人並不一定能夠瞭解所有的詩情、詩境、詩型。 

     時時讓我憶起當我初學俳句時， 漢詩家也是俳人的石倉秀樹氏曾

給我一句箴言要我 <去尋求從吟詠俳句能做甚麼，比尋求何謂俳句更好

更有意思>。 我正是以外國語，正在依據這一句箴言去試探，而發現其

中優點，也得知有很多外國人使用英語 (因為外語我只懂日語和英語) 

意會俳句的本質、真髓而樂在其中。 日本人應該高興這現狀也應認為是

日本的榮譽， 因為俳句的源頭發諸日本，而另外在 20 世紀初期， 世

界流行的意像主義 (imagism) 短詩也是以日本的俳句為榜樣。      

     有關俳句的更詳細的本人的思維都有在本書的隨筆各欄有所說明，

請各位不吝賜教。 最後祝<俳句將來的更加發展>做為本序的收尾。 

                                        (2017-9-30: 吳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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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生俳句を習い始めたのが 2008年、78歳の時である、ただ少し日本

語が分かると言うだけで、友達に誘われて台湾唯一の日本語俳句結社に

入会したのだ。正直のところ俳句は小学校時代すでに何句か習っていた、

短歌も何首か覚えていたのだが、ただ 78歳になって習い始めて初めて思

い出したのだ。過去九年をふり返り見て、詠み始めて間もなく＜俳句とは？

＞に迷い、今日まで至りました。そして九年の間本業も雑事も打ち捨てて全

ての時間を俳句の資料の収集精読にあて、その昔他の領域で博士号を取

得した方法で分析研究し、二つの博士号をもとり得る時間を費やして、つい

に所謂の伝統俳句が俳句界の＜ポピュリズム＞であるのにたどり着きまし

た、これも小生が外国人であるというメリットがあるお陰によるものであるのに

は感謝せざるを得ません。俳句は一般に知られているよりももっと広いもので

あり、日本人ばかりでなく世界中の俳人たちが自分それぞれの母語で熱心

に俳句を詠んでいます。 

日本でも多くの方々がポピュリズムに押されながらもびくともせず、自分

なりの俳句を詠んでいます、一方まだ多くのかたがたが言葉遊びで生け花

や舞踊を習う様に俳句を伝統俳句の三縛りの下で、知らぬが仏で毎日を楽

しんでいます。年配の方が多いようだが？若い方もいらっしゃる、まさに十何

年か前に中川広さんが既に指摘しているように、また俳聖子規が言った＜

箱庭俳句＞で各結社の主宰や先輩の意のままにされています、だがそれで

よいのだ、ゲームや博打やパチンコに耽るよりは、より美しい日本語の洗練

になるから。ただそれだけが俳句だと思い込んで、もっと広い深いところに俳

句の真髄本質を探るのを排斥し世界の人々がその俳句の真髄を探るのを

も貶さなければよいの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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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また一方、台湾や中国などの漢語文化圏の方々が、ただ一字の＜俳＞

があるだけで近来流行っている新興新型漢詩の＜漢俳＞を俳句と間違え

ていることである。すでに漢詩及び俳句をよくする詩人が両者は全く同じくな

い詩型と確認しているにも拘らず、まだ生半可な日本語しか知らない詩人

や、俳句の詠みと読みが必ずしも同じでないことを知らない者が個人の感

触鑑賞を表現した錦上添花や画蛇添足の翻訳を頼りに間違いを直そうとは

しない人たちがいるのは嘆かわしい事である。詩人とて全ての詩情、詩境、

詩型を知る由もないことを知るべきである。 

漢詩の大家そして俳人でもある石倉秀樹氏が小生に教えてくれた、＜

俳句が何であるかよりも、俳句で何ができるか？＞の道を進むことだという

一言を厳守して、小生はこの箴言を外国語で試しています、そしてその素

晴らしさを見つけました、また英語（小生は外国語として日本語と英語しか

分からない）を使っても多くの方々が俳句の本質真髄をつかんで楽しんでい

るのを知り得ました。日本の方々はこの現状を喜ぶべきです、また誇りとす

べきです、俳句の源流は日本にあるのですから、また 19世紀の初期に世

界で流行ったイマジズム短詩も日本の俳句に源を発しているのです。俳句

に関する更なる小生の思惟は本書のエッセイ欄の各所に述べられておりま

す、どうかご叱正をお願い申し上げます。最後に日本に起源を発した俳句

の将来を祝して序を閉じます。 

（2017‐9‐30：呉昭新－おーぼー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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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蚯蚓>  

(華） 雨不住 無家蚯蚓 浸水中                                          

(台)  雨 煞 無厝土蚓 浸水內    

          (雨 煞 無厝土蚓 浸水內) 

(日)  雨やまず家なきみみず水浸し  

(英)  Raining and raining  

         a homeless earthworm 

         covered with water   

 

 

                                            (San Francisco)-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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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蝌蚪> 

(華) 一攤水  一隻蝌蚪 在掙扎 

(台) 一窟水 一隻 枚 滾踜 

 (一窟水 一隻 枚 滾踜) 

(日) 水だまり蝌蚪一匹がもがきおり   

(英) A tadpole:  

         struggling in  

     a muddy puddle   

 

 

 

                                                     (台北)-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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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雨天>    

(華) 梅雨天 車行陪伴 雨水聲 

(台) 雨來天 車輪陪伴 雨水聲 

      (雨來天 車輪陪伴 雨水聲) 

(日) 梅雨止まずタイヤの伴の雨の音 

(英) The rainy season 

water sounds  

     accompanying the tire  
 

 

 

 (預防醫學研究所)-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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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隙風> 

(華) 門隙風 悄悄進來 過去回 

(台) 門縫風 偷偷入來 以往轉 

      (門縫風 偷偷入來 以往轉) 

(日) 隙間風音なく通り戻る過去  

(英) The draft entering through  

 a crack of a window  

       the coldness reminds me of the past                                                
  

 

           

                                     (台北)-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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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老>  

(華) 兩老行 兩人六腳 也跌倒  

(台) 兩老行 兩人六腳 也跋倒 

    (兩老行 兩人六腳 也跋倒) 

(日) 老い二人二人六脚でも転ぶ   

(英) Two aged: 

     even with six feet  

     fall down too 

   

(Fremont Ca)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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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身汗> 

(華) 滿身汗 看到我家 腳也輕  

(台) 歸身汗 看著阮厝 跤也輕 

      (歸身汗 看著阮厝 跤也輕) 

(日) 汗だくや家（うち）見え足も軽くなる 

(英) Dripping with sweat: 

        noticed my home far ahead  

        the feet lighten    

 

 

                     ( Lake Tahoe)1995  

                    

15



                 

<小麻雀>  

(華) 小麻雀 窗外看我 叫一聲 

(台) 粟鳥囝 窗外看我 叫一聲 

   (粟鳥囝 窗外看我 叫一聲) 

(日) 窓の外僕見てチュンと雀の子 

(英) At the window： 

      a baby sparrow  

      cheeps to me  

  

  

 
（宇治平等院）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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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心> 

 

(日) 秋風に猛る民心おさまらず  

(英) The autumn wind has begun 

          the public sentiment is excited 

          the great wave surged  

                         

 台湾谷關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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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つばくらめ今年も帰って来てくれた 

(英) Swallows 

           have  come back to home 

           this year too  

 

  
  (Yosemite)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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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靄山に道行く車生匂う 

(英) Mist masks the mountain                 
           the car going slowly 

           the smell of life  
 

       

            (台灣谷關)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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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蛍舞う闇の中へと来い来いと 

(英)  A firefly flies and dances- 

calling me: come over! 

come into the darkness  

 

 (Yosemite)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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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媽回到童心> 

(華) 一直看 奶奶看孫 越像孫  

(台) 直直看 阿媽看孫 愈成孫 

    

(日)じっとみるばぁちゃん孫見て孫に似る 

(英) Grandma having a good look at her 

grandchild 

            the more she looks the more      

she looks like her grandchild 

               (grandma returns to childlike innocence) 

 

 （京都）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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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制與民主> 

(華)專制的 魅力勝過 民主芽 

(台)專制丌 魅力贏過 民主芽 

    (專制丌 魅力贏過 民主芽) 

(日)専制の魅力はしのぐ（勝る）民主の芽  

(英) Autocracy is  

more attractive  

than the sprout of democracy 

  

 

                     (Mexico)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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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裁> 

(華) 獨裁下  表面和平  陰毒狠  

(台) 獨裁下  表面和平  陰毒雄 

(獨裁下  表面和平  陰毒雄) 

(日) 独裁の平和の裏に潜む悪 

(英）Under the cover of peace 

      autocracy hides 

      its devil  

 

  

  (Mexico)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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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無死＞  

(華) 如無死 獨裁無終 永黑暗  

(台) 若無死 獨裁無終 永烏暗  

       (若無死 獨裁無終 永烏暗) 

 

(日) 死の無くて独裁続き闇続く 

(英) If no death- 

      autocracy continues forever 

      and no end to the darkness  

 

 

              (草嶺-台灣)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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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制與民主> 

(華)專制的 魅力勝過 民主芽 

(台)專制丌 魅力贏過 民主芽 

    (專制丌 魅力贏過 民主芽) 

(日)専制の魅力はしのぐ（勝る）民主の芽  

(英) Autocracy is  

more attractive  

than the sprout of democracy 

  

 

                     (Mexico)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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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裁> 

(華) 獨裁下  表面和平  陰毒狠  

(台) 獨裁下  表面和平  陰毒雄 

(獨裁下  表面和平  陰毒雄) 

(日) 独裁の平和の裏に潜む悪 

(英）Under the cover of peace 

      autocracy hides 

      its devil  

 

  

  (Mexico)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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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無死＞  

(華) 如無死 獨裁無終 永黑暗  

(台) 若無死 獨裁無終 永烏暗  

       (若無死 獨裁無終 永烏暗) 

(日) 死の無くて独裁続き闇続く 

(英) If no death- 

      autocracy continues forever 

      and no end to the darkness  

 

 

              (草嶺-台灣)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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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的孤児> 

 (華）有國家  人家不稱  為國家  

（台）有國家  無人要叫  做國家 

       (有國家  無人要叫  做國家) 

 (日) 国あって国で無いてふ国のあり 

 (英) A country: 

    that is not called 

    a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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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拳頭>  

(華) 比拳頭  較大一方  是正義 

(台) 比拳頭  較大 爿  是正義 

(比拳頭  較大 爿 是正義)  

(日) 拳くらべ大きい方が正義だよ 

(英)  Comparing the size of fist 

the larger one 

is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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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逝けり;老友逝去;old friend passed away） 

(華) 山和天  映在水面  友也在 

(台) 山佮天  映滯水面  友也在 

(山佮天  映滯水面  友也在) 

(日) 山と空水面（みなも）に映り友も居り   

(英) The mountain and the sky 
    reflect on the water surface 
    and my friend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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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櫻花開> 

(華) 櫻花開  我亦有過  少年時  

(台) 櫻花開  我亦有過  少年時 

     (櫻花開  我亦有過  少年時) 

(日) 桜咲く我にもありし若き日よ  

(英) Chery blossoms bloom: 

       My young age  

       That I had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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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峭> 

(華) 料峭也 萬籟寂靜 青草野     

(台) 料峭也 萬籟寂靜 青草埔    

     (料峭也 萬籟寂靜 青草埔)  

(日) 料峭や万籟消える野原ゆく  

(英) Coldness- 

      in the spring 

      all of the sounds have disappe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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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作俳柳） 
 

＜正義とは？What is a justice?＞ 
 
(華) 是甚麼? 不是國家 是甚麼 
(台) 是甚麼? 伓是國家 是甚麼  
(日) 国でない国があるとは何でしょう 
(英)  (What?   Not a country   What is it?)  

 
正義啊 說得好聽 實在呢? 
正義啊 講 好聽 實在呢? 
正義とは実しやかに言うけれど 
  (A justice- Sound pleasant What really is it?)   
 
騙人的  可以找到  正義是 
騙人丌  可以 着  正義是 
何処にか正義があるや嘘ばかり 
  (Cheating  We can find justice  Anywhere) 
  
聯合國 騙局總局 騙人的  
聯合國 騙局總局 騙人丌  
連合国うその集まり人騙し 
 (United nations? A general bureau for      

cheating Just a cheat) 
 
拳頭大  才是正義  是正義 
拳頭大  即是正義  是正義 
げんこつの大きい方が正義だよ 
(The bigger the size of your fist 

The more real the justice is  
Is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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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子兄弟>   

 

(華) 是天命  親子兄弟  無可選 

(台) 命註定  親子兄弟  揀 

       (命註定  親子兄弟  揀) 

(日) 定めかな親子きょうだい選べない 

(英) It is the destiny 
         You cannot select 
         Your parents nor siblings   
 

 

                             （京都三十三間堂）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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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霾塵＞   
 
(華) 霾塵至  快要窒息  似專制 
 
(台) 霾塵到  強 塞氣  若專制  
 
      （霾塵到  強 塞氣  若專制） 

 
(日) 霾るや息も詰まるか専制や 
 
(英)   The dust storm: 
          like to be suffocated  
          by the despotism 
 
 

               (紐約)1991 

  

35



 

 <留名青史> 
 
(華) 現時我  留名青史  無關我 
 
(台) 眼前我  留名青史  無關我 
     (眼前我  留名青史  無關我) 

 
(日)名を残す今の我とは関与なく 
 
(英) To leave my name in history 
          I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present me 

 

 

                (紐約)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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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夢未醒> 

 

(華) 夢未醒  昔日影像  虛亦空 

 

(台) 夢未醒  古早行影  虛亦空 
     (夢未醒  古早行影  虛亦空) 

 

(日) 夢うつつ若き日の影虚ろかな 

 

(英)  Still in a dream 
        The old shadows are 

        vacant and empty at all 

 

 

             （京都）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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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多元> 

 

(華) 反多元  意見傾斜  無正也 

 

(台) 反多元  意見偏歪  無正也 
      (反多元  意見偏歪  無正也) 

 

(日) ポピュリズム意見傾き正のなく 

    

(英) The populism: 
          The opinion declines  

          No rightness exists 

 

 

            （天橋立）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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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宴歡> 

 

(華) 有朋來  共嘗料理  春宴歡  

 

(台) 有朋來  做伙食晝  春宴歡 

      (有朋來  做伙食晝  春宴歡) 

(日) 友来たる料理楽しむ春の昼 

 

(英) Haiku friends from Japan 

           Having joyful dinner together 

           In the spring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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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呆> 

 

 (華) 和平呆  自己之命  要自救  

  

 (台) 和平呆  家己之命  要自救 

  (和平呆  家己丌命  要自救) 

 (日) 平和ぼけ自己は自身で護るもの 

  

 (英) Peace senility: 

      Protect your own life  

 By your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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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無力> 

 

(華) 人無力  攀依神明  求神佛 

  

(台) 人無力  攀依神明  求神佛 

   （人無力  攀依神明  求神佛） 

(日) 人弱く神にすがるや神頼み 

 

(英) The human being is weak  

     So adheres to God  

     And praying to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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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義常識> 

 

（華）聯合國  正義常識  皆鴨蛋   

  

 (台) 聯合國  正義常識  攏鴨卵 

    (聯合國  正義常識  攏鴨卵) 

 

 (日) 連合国正義常識スコンクよ  

  

 (英) The United nation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Justice and common 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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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不語> 

 

  (華) 相片中 父母不語 我領會  

  (台) 相片中 父母無講 我亦知  

   (相片中 父母無講 我亦知)  

  (日) 写真なか父母は語らず吾は知る 

  (英) In the photo: 

  My parents do not open their mouths 

   But I understand  

 

             (Butchart garden)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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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權聽證會> 

(華) 台灣人 人權聽證 在美國  

(台) 台灣人 人權聽證 在美國  

  (台灣人 人權聽證 在美國) 

(日) 台湾や人権ヒヤリングアメリカで  

(英)  Taiwanese- 

      The hearing on the human right 

      Held in the U.S.A.  

 

      (Butchart garden)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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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子們> 

  

 (華) 燕子們 今年也歸 老巢來 

  

 (台) 燕仔鳥 今年也轉 來舊巢 

       (燕仔鳥 今年也轉 來舊巢)  

 

 (日) つばくらめ今年も帰って来てくれた       

  

 (英) Swallows: 

      have come back to the old nest 

this year too  

 

(Sacremento)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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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人> 

 

 (華) 名人們 名利面前 唯委屈 

 (台) 大人物 名利面前 只委屈 

(大人物 名利面前 只委屈) 

 (日) お偉方名利の前に我を曲げ 

 (英) Big shots：  
     bend down  
     before fame and wealth  
 
 

         (北海道)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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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獨死> 

  

 (華) 孤獨死 雖然逼近 盼還遠  

  (台) 孤獨死 雖然逼近 望猶久  

                   (孤獨死 雖然逼近 望猶久)  

  (日) 孤独死よ近いが遠くに居てほしい 

  (英) Dying alone: 

       Is coming near 

       Hoping a little longer  
 

       

Washington DC)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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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求極美> 

 

(華) 自禁閉 探求極美 在畫中 

  (台) 自禁閉 探求極美 在畫中 

          (自禁閉 探求極美 在畫中) 

  (日) 閉じこんで美の究極を絵に探る 

  (英) To withdraw into himself: 

          Exploring the extreme of beauty 

          In the picture  
 
 

(Washington DC)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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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神在> 

 

(華) 有神在 善惡並存 皆可行 

(台) 有神在 善惡並存 皆可行 

     (有神在 善惡並存 皆可行) 

(日) 神ありて善しも悪しきもまかり通る
(英) When there is a God- 

Whether good or evil 

It should be possible  

 

 

                (高雄燕巢)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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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戰日> 

 

(華) 國沒了  惡夢開始  終戰日 

(台) 國無去  惡夢開始  終戰日 

 (國無去  惡夢開始  終戰日)  

(日) 国失くし悪夢始まる終戦日 

(英) We lost our country: 

         The nightmare began 

         The day the war ended  

 

 

                           (台灣)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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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髓> 

 

(華) 求真髓 何時相遇 樹蔭下 

(台) 求真髓 何時相遇 樹蔭下 

(求真髓 何時相遇 樹蔭下) 

(日) 真髄やいつ行き交うか木下闇 

(英) The quintessence  

 when can I meet it  
 in the darkness  

 

 

 

 

 

 

 

 

 

 

  

 

          （奥入瀬川）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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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間感動> 

 

（華） 感動的 瞬間變身 生俳句 

（台） 感動丌 瞬間變身 成俳句 

        (感動丌 瞬間變身 成俳句)  

 (日)  感動の飛躍するとこ俳句なる  
（英）  Flight of impression   

gives rise to HAIKU  

that we compose    
      

 

（紺屋地獄）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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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往生> 

 
（華） 我往生我的一切不是我  

 
（台） 我往生我丌一切伓是我  

(我往生我丌一切伓是我)  

  
（日）我死ぬる我のすべては我ならず  

 
（英）I shall die－   

all of mine  
is not me   
 
 

（Santiago）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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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嘯> 

（華） 大自然震怒 人類智慧盡 

（台） 大自然受氣 人類智慧盡 

(大自然受氣 人類智慧盡) 

   (日) 大自然怒りて人の智慧果て 

 (英) The nature loose temper: 
              the wisdom of human beings  

comes to end  
 
 
 

(台灣-花蓮-タロコ)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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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惑> 
 

 (華）存疑惑 是否有愛 你就輸 
 

 (台）存懷疑 有愛情無 汝着輸 
          （存懷疑 有愛情無 汝着輸） 
  

 (日) 愛あるや疑い挟む君の負け 
  

 (英) It is your defeat－ 
you doubt 
if there is love  

 
 

(飛騨の里)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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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之船＞ 
 

 （華）父長逝 滄海孤帆 「學之船」 
 

  (台）爸返去 大海頂頭 「學之船」  
  （爸返去 海頂頭 學之船」） 

 
  (日）父は逝く大海原を「学の船」  
   
  (英） Father passed away  

to the boundless ocean  
on the “ship of learning＂  
 
 

 
         (払曉出帆-伊東日出)2011 

56



 
 
             ＜問詩情＞ 
 
（華）問詩情 詠者讀者 天地差  
 
 (台) 問詩情 詠者讀者 天地差  
      (問詩情 詠者讀者 天地差) 

 
 (日) 詩情問う詠むと読む人天地の差  
 
 (英) What is poetic sentiment?  
           of composer and reader  
           Heaven and Hell   

 
 
 

  (長崎)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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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老了> 
 

 (華) 年老了  一切全部  皆無緣 
 
 (台) 人老啦  全部攏總  攏無緣 
      (人老啦  全部攏總  攏無緣) 

 
 (日)年とれば全てのすべて皆無縁 

   
 (英) The older we get: 
              any and all are 
              nothing to do with me  

 
 
 

             (高雄-月世界)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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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親社會>       

 （華）獨居於 無親社會 無別離 

 （台）孤單  無親社會 無離別  

   （孤單 無親社會無離別） 

  (日) 独り身の無縁社会に無い別れ 

  (英) In the society-without-company 
    There is no good-bye for parting 

         Living alone  

 

 

 (Washington DC)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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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懼雷鳴>  

 

（華）懼雷鳴 流氓無奈 裝苦笑 

（台）驚雷公 鱸鰻無奈 硬殿笑 

        （驚雷公 鱸鰻無奈 硬殿笑） 

 (日) 雷鳴におびえるやくざ苦笑い 
 (英) Smiled wryly-  

            Scared by thunder 

            The gangster  

 

 

              (Houston)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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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語俳句＞  

（華）受感動  吟詠俳句 皆母語   

（台）受感動 吟詠俳句 攏母語 

       (受感動 吟詠俳句 攏母語) 

 (日)  感動しみんなの母語でよむ俳句   

 (英) Impressed: 
             All compose a HAIKU 
             By own mother tongue  

 

        (奥日光)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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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士不死> 

（華）活紅塵 志士不死 魚腥臭  

  (台) 活凡間 志士無死 傷臭臊 

       (活凡間 志士無死  傷臭臊) 

 (日)生きた志士浮世に生きて生臭く 

 (英) A living patriot: 
              smells fishy  
              living in the world 
 
 
 

               (瑞巌寺)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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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改變> 
 
 (華) 國改變 不知所措 老實人 

 (台) 國改變 伓知按怎 老實人 

      (國改變 伓知按怎 老實人) 

 (日) 国変わりさだめにまごつく律義者 

 (英) Abrupt change of nationality：  
                conscientious person   
                get thrown into confusion  
 
 
 

                (夏威夷)1995 
 

63



 

＜年少詩吟＞ 

 

 （華）無記憶 年少詩吟 霓裳衣  

 （台）無記憶 年少詩吟 天女衫 

  （無記憶年少詩吟天女衫） 

 （日）記憶なく若き日の詩（うた）羽衣よ  
  (英) Without memory:  

         poem of my young age  
         heavenly robe of angel   
 
 
 

         (夏威夷)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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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蟬鳴聲> 

 (華) 蟬鳴聲 寂靜漣漪 漸靠近 （華） 

 (台) 蟬鳴聲 寂靜波紋 偷倚近 （台） 

 (蟬鳴聲寂靜波紋偷倚近）  

（日）忍び来る侘びのさざ波蝉時雨   

（英）Ripples of quietness:   
 sneaked close  
 in the continuous chorus of cicadas 

   
 

 

(夏威夷)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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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雲競走> 

 

 (華) 躺床上 觀雲競走 秋天空 

 (台) 倒床頂 看雲相拚 秋天  

  (倒床頂 看雲相拚 秋天) 

 (日) 床で見る競いゆく雲秋の空  
 (英) Lying on the bed: 

       looking at the clouds  

       vying on the autumn sky  

 

 

         (上毛高原)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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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窗戶空隙> 

 

(華）直掛念  窗戶空隙  守寒夜 

(台）真煩惱  窗仔門縫  顧寒夜  

    (真煩惱  窗仔門縫  顧寒夜) 

(日) 気に掛かる窓の隙間や夜寒かな 

(英)  Being worried about: 
 The crack of the window 

 In the cold night 

 

 

(夏威夷)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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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竈樹＞ 

 

 （華）七竈樹 衣裳齊艷 飾山腰 

 （台）七竈樹 衫齊展 妝山腰   

        (七竈樹 衫齊展 妝山腰) 

  (日) 山腹にお揃い衣裳で七竈  
  (英) On the mountain side: 

     With the same dresses  

     Nanakamado (Japanese rowan) 

 

 

        (奥入瀬渓流)1994 

 

 

68



 

          <秋天空> 

 

 （華）為什麼白雲急驅秋天空 

 （台）為什麼白雲急走秋天頂  

        (為什麼白雲急走秋天頂) 

 （日）何が故秋空駆けて急ぐ雲 
  (英)  What is it for? 

       The clouds run so quickly   
       In the autumn sky  
 
 

(台北)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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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鐘聲講古>  

 

（華）除夕夜 鐘聲敘往 進未知 

（台）過年暗 鐘聲講古 往未知  

   (過年暗 鐘聲講古 往未知) 

（日）除夜の鐘過ぎしを語り未知へ去る 

  (英) The bells ringing out the Old Year: 

Telling the past 

Going away to the unknown  

 

ネットから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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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義啊> 

(華) 正義啊 好似天堂 在夢中 
                  聯合國是 一個榜樣 

(台) 正義啊 恰若天堂 夢中 
                  聯合國  付汝看 
      (正義啊 恰若天堂 夢中 

              聯合國  付汝看) 
(日) 正義とは天国のよう夢の中  

                  連合国が物語りおり 
(英) Justice: 

                Like heaven  
                  In the dream  

The United nations 
                  Told us 
 

              (聯合國本部)借用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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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年會> 

  （華）忘年會 憶起童年 哼童歌 

  （台）忘年會 想起細漢 仔歌 

        (忘年會 想起細漢 仔歌)   

   (日) 忘年会思い出したはわらべ歌  
   (英)  The year-end party: 
            reminds me of 
            the children’s songs 
 

       1943 年 3 月畢業自京都市北白川國民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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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憶症> 

 （華）失憶症 真正笑臉 新年會  

 （台）失憶症 真誠笑面 新年會  

       (失憶症 真誠笑面 新年會） 

 （日）認知症ほんまの笑顔や新年会  
  (英) Dementia: 
           showed his real smiling face 
           in the New Year’s party  
 
 

                     (日光東照宮)-1994 

73



        ＜連作俳句：哀俳句＞  

 (日) 世界中可愛がられる俳句かな 

俳句とは未だに見えぬその本質 

   俳人や勝手に決めて哀れかな 

   俳句がね短歌に等し可笑しかな 

(漢)  全世界 接受歡迎 俳句詩 

俳句啊 未曾見識 其本質 

      隨便說 隨其好惡 哀俳人 

     說俳句 等於短歌 怪怪乎 

(英)  All of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welcome Haiku 

      A! Haiku 
            has never been known 
            its real nature   
      Haiku poets  
            decide its nature freely  

as they like 
            miserable!  
      Say: 
          Haiku equals to Tanka     
          isn’t it st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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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利> 

  (華) 權貴們 名利面前 唯委屈 

  (台) 有權勢 名利面前 只委屈  

       (有權勢 名利面前 只委屈) 

  (日) お偉方名利の前に我を曲げ  

  (英) The big shots：  

      only to bend down                        

      before fame and wealth  

 

           (黃金海岸)-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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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嘯> 

  (華) 海嘯到 驚醒妖怪 永劫惡  

  (台) 海掃來 驚醒妖怪 永劫惡 

  (日) 津波きて怪物目覚め永久の悪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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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動生俳句> 

  (華) 感動的 飛躍變身 俳句成 

  (台) 感動丌 飛跳變身 俳句生  

     動

  (日) 感動の飛躍するとこ俳句なる   
  (英) 

  

 

             (台南鹽田)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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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比安> 

  (華) 哈比安 極致而迷 即覺悟 

  (台) 哈比安 極致而迷 即覺悟 

     即

  (日) ハビアンや極めて迷う悟りかも 

 （英）

 

   *Habia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abian_Fucan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3%83%8F%E3%83%93%E3%82%A2%E3%

83%B3                     (羅馬)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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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求利＞ 

   (華) 難得緣 不屑一顧 唯求利 

   (台) 難得緣 連看無通 乾焦利 

        (難得緣 連看無通 乾焦利)  

   (日) 万に一の縁を捨て利に走る 

   (英) Abandon        
a rare opportunity:   

seeking for a profit 

 

 

(Houston)-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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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色性也> 

  (華) 性感者 當選確實 食色性也  

  (台) 性感者 當選確實 食色性也 

       (性感者 當選確實 食色性也)  

  (日) セクシーの当選確か食色性也 

 （英）Sexy candidates- 

        certain to be elected 

        food and sex: human nature  

 

             (雪梨)-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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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思奔馳 > 

(華) 冬夜長 哲思奔馳 棉被中 

(台) 冬夜長 哲思奔馳 棉被中 

     (冬夜長 哲思奔馳 棉被中) 

(日) 哲学す布団のなかで夜長し  

 （英）Pondering philosophically  

                    in the bed- 

                    long winter night 

 

 

              (北海道廳)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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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葉>  

    (華) 時黃昏 紅葉燒盡 紅更紅  

    (台)  時黃昏 紅葉燒了 更較紅 

          (時黃昏 紅葉燒了 更較紅)  

    (日) 黄昏や紅葉真っ赤に燃え尽きる  

    (英) In the evening- 

                 maple leaves turn red  

                 deeper and burnt out 

 

               （奥日光）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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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螢幕上> 

    (華) 凝視倦 字也入睡 冬天夜 

    (台) 癉 字也愛睏 冬天暝 

          ( 癉 字也愛睏 冬天暝) 

    (日) 見つめいる字も眠るかな冬の夜 

   （英） Long winter night- 
               the characters on the screen  

I am staring at 
               fall asleep too  
 

 

                      (夏威夷)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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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神> 

   (華) 能僥倖 唯我不死 禱告神  

   (台) 望拾著 干焦我活 拜神佛 

         (望拾著 干焦我活 拜神佛)  

   (日) あわよくば我のみ死なずの神頼み 

   (英) If chance favors: 

            only for me to be alive 

            praying to God    

 

 

               (夏威夷)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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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出現 >  

   (華) 欲活著 衷心期盼  神出現 

   (台) 活在 衷心倚靠 神出現 

             ( 活在 衷心倚靠 神出現) 

   (日) 生きたいと縋り頼りて神生まる 

    (英) To be alive 

           depending on God tightly 

       then God appeared  

 

 (夏威夷)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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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夫暴君>         

    (華) 沙暴中 懼怯乞命 是獨夫(格達費)  

    (華) 沙暴中 懼怯乞命 是暴君  

           (沙暴中 懼怯乞命 是暴君)  

    (日) 砂嵐怯える暴君命乞う(カダフィ) 

   （英）Sandstorm- 

                  frightened and asking for life 

                   the tyrant’s look （Gaddafi）  

 

 

                  (鳥取沙丘)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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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清朝故事、名利> 

    (華) 舟無數 只見二舟 泛長江 

    (台) 舟無數 只見二舟 長江頂 

         (舟無數 只見二舟 長江頂)  

    (日)  数多なる長江の舟只二艘  

    (英）(A story of Ching dynasty: people always seek 

                              fame and wealth) 

         Plenty of ships 

            on the Yangzi river  

            I noticed only two though  

       (牡丹)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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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吟詠> 

  (華) 詠一句 讀解眾多 過路人 

  (台) 吟一句 讀解眾多 過路人 

     (吟一句 讀解眾多 過路人)  

  (日) 詠み一句読むは銀座の人通り 

  (英) Composing a haiku 

       so many readers  

       of the 5th street passengers   
 
 
 

           (日月潭)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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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休後> 
 

  (華) 退休後 所見社會 超新鮮 

  (台) 退休後  所看社會  無共欵 

       (退休後 所看社會 無共欵)  

  (日) 定年で見える世間に鱗落ち 

  (英) After retirement: 
         what you see is a new society  

       what you never     
 
                             

        (大屯山區)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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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忘紙> 

 (華) 一張張  撕備忘紙  盡期近 

  (台) 一張一張  拆破字紙  死期近 

      (一張一張 拆破字紙 死期近)  

  (日) メモ紙の思い出破り尽きる時 

  (英 One by one 

         tearing the memos 

         coming near to the end of life 

 

      （紀伊勝浦）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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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生命一日日接近盡期時,將成堆的備忘紙一張張一
邊看一邊撕破.那一張張紙頭上,記載著各種各樣的
走馬燈似的回憶,撕破紙張同時也是撕破一件件記
憶. 人生只有一次,命也只有一個,現在正在自個兒
自己撕破成碎紙.  

  命終わりに近づく日、周りに積もれるメモした紙
を一枚一枚読みながら破り捨てる、その一枚一枚
の紙にはいろいろな思い出が残っている、そして
その思い出もまた一つ一つ破り捨てられる、人の
一生は一回しかない、そして私の命も一つしかな
い、今その命を自ら破り千切っているのだ。 

  On the day closer to the end of life, 
reading memorized papers around us, breaking 
down and throwing away. Many memories are 
left on each piece of paper, and that 
memories are also broken one by one There is 
only one life in a lifetime that can be 
thrown away, and there is only one life for 
me, now I am breaking my life by myself. 

 （紀伊白浜）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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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著死> 

(華) 等著死  每日過活 年終到 

(台) 在等死  每日享生 年尾到 

    (在等死 每日享生 年尾到) 

(日) 死を待ちつ生を享く日々歳の暮 

    (英) Waiting for death 

             living every day 

             the end of the year  

 

 (曾文水庫大埔)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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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窗隙風>  

（華）窗隙間 瑟瑟來風 往事回 

   (台) 門縫風 一陣一陣 往事轉 

      (門縫風 一陣一陣 往事轉) 

   (日) 隙間風過去がひたひた戻りくる 

 (英) The draft through  
             a crack of a window  
             reminds me of the past 

 

  

 （奈良東大寺）-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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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錦鯉> 

 (華) 穿錦衣 群聚飼餌 錦鯉群 

 (台) 穿 衫 相搶飼料 錦鯉群 

         (穿 衫 相搶飼料 錦鯉群)  

 (日) 晴れ着きて餌に群がる錦鯉  

 (英) In her Sunday best  
         gathering for bail  
         the colored carps (nisikigoi) 

      (誰かさんに似ている―似曾相識) 

                      故宮前池塘(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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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伴倆> 

 (華) 老伴倆  非單人牢  有伴在 

 (台) 兩老伴  有伴做伙 非孤監  

(兩老伴 有伴做伙 非孤監)

 (日) 老い二人独房でなく友のあり 

 (英) old couple 
living together 
not in a solitary cell 

(Sydney)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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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奈何> 
  
  (華) 台灣啊 禁稱國名 無奈何          
  (台) 台灣啊 禁叫國名 真無奈               

  (日) 台湾や国の名言えず泣き寝入り 
 (英) Taiwan, 
           forbidden to call hers name publicly 

           just have to swallow it 

            
 

 

 淡水(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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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聽器-補聴器--Hearing aid> 

 (華) 助聽器  晨聞蛙鳴  春天到 

     助聽器  雨後蟬鳴  夏天到 

     助聽器  傍晚蟲鳴  秋天到 

     助聽器  靜寂無聲  冬天到 

   無助聽器 天下太平 唯孤獨 

 

(台) 助聽器  透早蛙鳴  春天到 

    助聽器  雨後蟬鳴  夏天到 

    助聽器  暗蟲鳴  秋天到 

    助聽器  靜寂無聲  冬天到 

   無助聽器 天下太平 唯孤獨 

 

(日)  補聴器や蛙鳴く声春が来た 

   補聴器や雨後蝉の声夏が来た 

   補聴器や涼し虫の音秋が来た 

   補聴器や静寂無音冬来たる  

   補聴器なく天下泰平孤独かな  

97



(英) The hearing aid: 
the croak of frogs in the early morning 

spring has come 

 
The hearing aid: 

 the sound of cicadas after rain 

 summer has come 
 

The hearing aid: 

 the cool chirping of insects  
 autumn has come 

 

The hearing aid: 
there is no any sound 

winter has come 

 
Without the hearing aid: 

the peace of the world 

but loneliness  

 

 利尻富士（北海道）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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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實啊> 

（華）現實啊  不是現實  可能是  

（台）現實啊  伓是現實  無的確 

    （現實啊 伓是現實 無的確） 

（日）現実は現実でなく現実かも 

（英） The reality is  
         not real  
         possibly real 
 

 布拉格(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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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鈴聲> 

(華) 風鈴聲 聽來清涼 亦悲戚 

(台) 風鈴聲 聽著清涼 也悲戚 

(風鈴聲 聽著清涼 也悲戚) 

(日) 風鈴の音の涼しけれまた悲し 

(英) The sound of bell 
 brings cool and refreshing 
 but sad too  

San Diego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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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豎耳朵> 

(華) 豎耳朵  探聽微音  黑暗中 

(台) 耳挖利  聽細聲  烏暗中  

     (耳挖利 聽細聲 烏暗中) 

(日) 耳を立て聞こえぬ音を探る闇 
(英) Pricking up his ears 
        for hearing the smallest sound 
        in the darkness 
 
 

 (悉尼)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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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心證> 

 

◎ 憲法一 二種釋憲 跨宋今  

◎ 憲法一 二種釋憲 跨宋今 

◎ 憲法の解釈違い今を宋 

                跨いで解釈自由心証 

◎ One constitution 

         two kinds of the explanation 

         across the Sung dynasty and nowadays   
 

 

 

    高雄港(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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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作品: 

# 螃蟹走 走下階梯 一老人 (10-05-07) 

# 來誦詠 世界俳句 用母語 (10-05-15) 

# 來誦詠 大家俳句 用母語 (10-05-15) 

# 不識詩 說要吟詩 入山去（10-05-18） 

# 嚴父逝 靜謐海洋 學之船（10-05-18） 

# 貶前人 說三道四 成教授（10-05-23）  

# 時代變 貶損前人 獲學位（10-05-23） 

# 國家變 不知所措 老實人（10-05-23） 

# 螃蟹走 走下階梯 一老人 (10-05-07) 

# 來誦詠 世界俳句 用母語 (10-05-15) 

# 來誦詠 大家的俳句 用母語 (10-05-15) 

# 不識詩 說要吟詩 入山去（10-05-18） 

# 嚴父逝 靜謐海洋 學之船（10-05-18） 

# 貶前人 說三道四 成教授（10-05-23）  

# 時代變 貶損前人 獲學位（10-05-23） 

# 國家變 不知所措 老實人（10-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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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作品: 

# 蟹歩き階段下りる老い一人     (10-05-07) 

# 母の言葉で詠もう世界の俳句    (10-05-15) 

# 母の言葉で詠もう世界の HAIKU (10-05-15) 

# 母の言葉で詠もう皆の俳句    (10-05-15) 

# 母の言葉で詠もう皆の HAIKU   (10-05-15) 

# 詩を知らず詩を作るとて山に入る（10-05-18） 

# 父は逝く静かなる海学（がく）の船 （10-05-18） 

# 前人を非に仕立てあげなる教授  （10-05-23） 

# 時変わり前人を非に学位とる    （10-05-23） 

# 国変わりさだめにまごつく律義者（10-05-23） 

                   (2017-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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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短歌 

 

105



 <笑臉> 

 (華) Trump跟 金正恩的 笑臉也 

                   世事難測 付之一笑 

 (台) Trump佮  金正恩丌  笑面像 

                   世事難測  付之一笑 

   （Trump 佮 金正恩丌 笑面像 

                     世事難測 付之一笑） 

 (日）トランプと金正恩の笑い顔 

        世の中の事一笑に付す 

 (英) The smiles of  

                Trump and Kim Jon-un  

     The worldly affairs are  

         Difficult to criticize  

          Only to laugh them off  

 

           (台北)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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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住民> 

 (華) 大戰後 攜械逃來 新住民 

              佔據獨立 民無寧日 

 (台) 大戰後 攜械逃來 新住民 

              佔據獨立 民無寧日 

(大戰後 攜械逃來 新住民 

              佔據獨立 民無寧日)  

 (日) 大戦後武器持ち逃げ入る新住民  

       占拠独立騒ぐ島びと
  
 (英) After the war 

  Newcome refuge residents 

  Carrying their weapons 

  The occupation and independence 

No peace for the people of the island  

          (台北)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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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沒了> 

(華) 國沒了 送出子女 至國外 

                   孫兒女們 言語不通  

(台) 國無去 送出子女 至國外 

                   囝孫作伙 講話 通 
    (國無去 送出子女 至國外 

                       囝孫做伙 講話 通) 

(日) 国なくし子ら外国へ送り出す 

        孫ら異国の言葉通ぜず 

(英)  Losing home country--  
              Sending sons and daughters off 

              To foreign countries 

              Failed to communicate 

         With grandsons and granddaughters  

 (羅馬)-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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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俳句> 

(華) 花開了 世界俳句 處處開 

                  花鳥諷詠 三約皆無  

(台) 花開了 世界俳句 處處開 

                  花鳥諷詠 三約皆無  

       (花開了 世界俳句 處處開 

                        花鳥諷詠 三約無) 

(日) 花が咲く俳句世界に飛び散りて 

         花鳥諷詠三縛り無く  
(英) The haiku  blossoms  
          everywhere  

     worldwide   

      Without restrict to the beauty of nature 

      Not bound by three restraints   

                  (布拉格)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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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迷> 

(華) 遭侮辱 還要着迷 韓流中 

                   自古承轉 靈魂何在  

(台) 遭侮辱 猶更着迷 韓流中 

                   自古承轉 靈魂何在   

  (遭侮辱 猶更着迷 韓流中 

                自古承轉 靈魂何在)   

(日) 侮辱されまだのめり込む韓流や 

        古ありし魂いずこ      
(英) In spite of insults  

           Still absorbed in  

           Korea boom 

                Where did go 

                The ancient spirit  

            (布拉格)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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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門關> 

  (華) 見鬼門  回到此世  感懷深 

                   衷心感謝 醫學進步 

  (台) 見鬼門  轉到此世  感懷深 

                   衷心感謝 醫學進步 

          (見鬼門  轉到此世  感懷深 

                        衷心感謝 醫學進步) 

(日) 鬼門関見て戻り来るこの世にて 

         ありがたく知る医学の進歩  

  (英） At the gate of hell 

          come back   

          to this life 

      knowing pleasantly   

        the progress of the medical science 

     (布拉格)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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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俳句天才> 

(華) 詠俳句 天才末路 極悲哀 

      天賦失於 迷你庭院 

(台) 詠俳句  天才末路  極悲哀 

                      天賦失於 箱仔庭園   

      (詠俳句  天才末路  極悲哀 

                      天賦失於 箱仔庭園) 

(日) 俳句詠む天才の果悲しけり 

      天賦何処や箱庭主宰 

(英) composing a haiku 

     a ruined gifted haiku poet  

          a miserable one 

   where did go the natural endowments
    a miniature gardener 

   (日月潭)1992  

註：＜箱庭的俳句：＞正岡子規の＜俳諧大要＞の一節より： 

月並調に学ぶ人は多く初めより功者を求め婉曲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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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とす。宗匠また此方より導く故に終に小細工に

落ちて活眼を開く時なし。初心の句は独活の大木

の如きを貴ぶ。独活は庭木にもならずとて宗匠た

ちは無理にひねくりたる松などを好めり。尤も箱

庭の中にて俳句をものせんとならばそれにても好

し、しかり、宗匠の俳句は箱庭的なり。しかし俳

句界はかかる窮屈なるものに非ず。」 

 

戦後の台湾にて唯一の日本語俳句結社の主宰黄霊芝先生は師系のな

い俳句師匠であるがその日本人よりも造詣の深い日本語と芸術文学

及び詩の天賦の才を以って50年も台北俳句会の主宰を務めて2016年

3月に亡くなられた、生前最後の一文（黄霊芝俳句自選百句）の冒

頭に次のような一節を残している：＜これらの作からもわかるよう

に私は必ずしも五七五の定型に臣服していませんし、季語の虜にな

ってもおりません。＞そして最後に＜もう一言加えたい。五七五は

定義ではない。そして同じ文芸界に属する小説の世界では定型に縛

られることなく、むしろ一作一作風をこそ手柄とするのではあるま

いか。＞と締めくくっていました。黄霊芝師は最後の最後まで自分

の俳句に対する信念を抑えて弟子たちのために一般俳句結社の主宰

の役を務めていたのです、大部分の弟子たちは一般俳句結社の俳句

詠みだったからです。そこに黄霊芝師の偉大さがあるのでしたが惜

しむらくはそれを知るお弟子さんはいくたりおったのでしょうか、

涙が止まりませ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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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裁政府> 

(華) 清廉啊 獨裁者的 口號喊                 
國家陷阱 誤陷良民 

(台) 清廉啊 獨裁者丌 口號喊 

             國家陷阱 誤陷良民 
(清廉啊 獨裁者丌 口號喊 

                 國家陷阱 誤陷良民) 

(日) 清廉やワンマン政府のスローガン  
国家の罠にはまる良民 

(英) With slogans  
               of honesty and integrity 
               one-man rule 
                   good citizens fell into  
                   the trap of nation 
 
 

                  (阿里山)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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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義啊> 

(華) 正義啊 好似天堂 在夢中 
                  聯合國是 一個榜樣 

(台) 正義啊 恰若天堂 夢中 
                  聯合國  付汝看 
      (正義啊 恰若天堂 夢中 

              聯合國  付汝看) 
(日) 正義とは天国のよう夢の中  

                  連合国が物語りおり 
(英) Justice: 

                Like heaven  
                  In the dream  

The United Nations 
                  Told us  
 

              (聯合國本部)借用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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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士政客> 

(華) 死志士 活為政客 無稀奇 

                        生於浮世 隨流漂逝 

(台) 死志士 活為政客 無稀奇 

            生於浮世 隨流漂逝 

(日) 死して志士生きて政治屋世の常よ 

           浮世に生まれやむなく生きる 

(英) Death and a patriot 

          being alive and a politician 

    the way of the world 

    born to this world 

    only have to live 

 

                       (Sydney)-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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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季迷> 
 
(華) 四季迷 櫻梅花蕾 並肩開 

 豔麗後面 隱藏寂寥 
(台) 四季迷 櫻梅花蕾 並肩開 
            豔麗後面 隱藏寂寥 
(日) 四季狂い桜花梅花の並び咲き 
               艶華の陰に一抹の寂び 
(英) Seasons are out of order 
         cherry and plum flowers  
         blossom side by side 
         behind the bright-color 
         hiding a piece of loneliness 
 
 

                (Sydney)-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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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與官能> 
 

  (華) 愛雖真 恐會雲散 不復見 
官能確真 不留痕跡 

 (台) 愛雖真 恐會雲散 不復見 
  官能確真 不留痕跡 

 
 (日) 愛情はまことたれとも消ゆるかも 

         官能まこと跡を濁さず 
 (英)  The love is true though 
           it may disappear away 
           the sensual feeling 
           is true certainly  
           but go away leaving not a trace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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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色性也> 
 
(華) 食色性 天賜常情 

勤習倫理 行人正道 
(台) 食色性 天賜常情 

           勤習倫理 行人正道 
 (日) 天与う食色性也人の常 

          倫理習いて人の道往く 
   (英) Though the gift of  
             the nature  
             the food and sex are 
             learn the morality  
             behave humanly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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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時美景> 
 
(華) 薄紗衫 西陽描繪 真美體 
                   少時美景 老年回憶 
(台) 薄紗衫 西陽描繪 真美體 
            少時美景 老年回憶 
(日) 羅や夕日が描く美の生身 
                若き日の事老いの思い出 
(英) Thin clothing- 
        the beauty of flesh and blood  
        draw the setting sun 
        an event in younger days 
        reminiscences in the days of old age 

            (預防醫學研究所)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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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壇上> 
 
  (華) 帶角帽 遺影端坐 佛壇上  
                           無知孫兒 合掌祈拜 
  (台) 帶角帽 遺影端坐 佛壇上  
            無知孫仔 合掌祈拜 
  (日) 角帽の遺影居座る仏壇や 
                   何も知らない孫手を合わせ 
  (英)  On the Buddhist altar 
                a photo of a student 

              with a square college cap 
                his grandson knowing nothing 
                joins his hands in prayer   

 

 

                    (陽明山公園)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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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風車> 
   
   (華) 紙風車 隨風盡興 現世中 
                      無風吹來 命即終止 
   (台) 紙風車 隨風飄轉 現世中 
            無風吹來 命即終止 
   (日) 現世（うつしよ）や風のままなる風車 
             風吹かずんば命終わらむ 
   (英)  In this life 
                     the pinwheel 
                     spins with the wind 
                     when the wind stops 
                     its life comes to an end  

 

                    (故宮博物館前)1982 
 

122



                       <鏡子無顯> 
 
   (華) 心內事 鏡子無顯 皺紋顯 

                    鏡子所顯 現世之真 
   (台) 心內事 鏡內無顯 皺紋顯 
            鏡內所顯 現世之真 
   (日) 我が思い映し出せずに顔の皺 
                    鏡が映す現世の真 
    (英)  Failing 
                   to reflect my thoughts  
                   only the wrinkles on my face                                                               
                   the mirror reflects 
                   the realities of life 
   

 

                        (大屯山)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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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縫風> 
   
   (華) 門縫風 往事閃閃 回頭來 
                          悲傷閃逝 無留影蹤 
   (台) 門縫風 往事閃閃 倒轉來 
            悲傷閃逝 無留影蹤 
   (日) 隙間風過去がひたひた帰り来る  
                   悲しみ過ぎて残る影なく 
   (英) The draft 
            carrying the cold past 
            entering through the crack of a window  
                    the sorrowful past 
                    going away without any trace   
 
 

                       (古坑樟湖風景區)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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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哈比安> 
 
(華) 人之子 祈神拜佛 霧中迷 
             啊!哈比安 你也是人  
(台) 汝亦是人 拜神拜佛 霧煞煞 
            啊!哈比安 汝亦是人 
(日) 人の子よ神仏頼り霧の中 
                 あー！ハビアンや君も人の子  
(英)  A human being 
           depending on gods and Buddha 

        going astray in the fog 
        Ah! Fabian 
        you are a human being too   
 

 (Washington DC)-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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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短詩 
 

雲仙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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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網路人生> 

 

           網站的作品是一時的 

           幾天、幾年或十幾年 

           不能像平面印刷著作 

           留名青史 

           萬古流芳 

           或 

           遺臭萬年 

 

           網頁內容 

           既然可以在幾分、幾秒鐘內 

           就上網跟讀者見面 

           同樣地 

           也可以隨時隨刻 

           就消失得無影無蹤 

           不留痕跡 

 

           寂然嗎？ 

           也不必 

           您回饋了社會 

           也享受了成就的喜悅 

 

           人生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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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就是空虛的 

           就是虛擬的世界 

 

           留不留名青史 

           又何妨 

           與現世的你 

        又何干   

 

           人生和網路 

           同是虛擬的世界 

           不必多想 

           飄遊在虛擬世界吧。 

            （二○○五、七、二十） 

 

                

                        (古坑)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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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自己本位> 
 

             總是以自己的 

             觀念 

             本性 

             解釋對方或別人的 

             行為 

             思想 

             所以永遠不了解 

             而反對 

             厭惡 

             別人的 

             行為 

             想法 

 (二○○五、八、二十）    

 (黃金海岸)1990 

 

 

129



            (三) <我不在乎誰在執政> 

           

          報上 

          一則感謝短文 

          感謝是由衷的 

          但 

          讓我心頭往下垂 

 

          退休教師自己寫道 

          是教導下一代 

          三十三年的教師 

 

          有錢有閒 

          到西伯利亞旅遊的教師 

          寫道 

 

         「我是一個小市民 

          不懂政治 

          也不喜歡分辨顏色 

          更不在乎是誰在執政」 

 

          遭受十八層地獄凌虐 

          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喪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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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禍、白色恐怖的 

          先人、烈士、無辜受害者 

          在地下哭泣 

 

          殺人魔鬼在竊笑 

          嘿嘿！ 

          又多了一個大傻瓜 

          像老鼠會一樣 

          多教出一些傻瓜 

          讓我來宰殺 

          讓我來凌虐 

          滿足我的虐待狂癖 

 

          人在福中不知福 

          雖是巷內小道的 

 

          庶民俗語 

          也有一點道理 

 

          學問有絕對的自由 

          學府絕不許政治的介入 

          但 

          是說政客的政治  

          迷戀於權力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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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追求真理的政治 

          政治是管理眾人的事 

          事關自己、家人、朋友 

          是全人類的事 

          可不能「不在乎」 

 

          教導下一代 

          如何尋求自由、人權、正義、公平 

          是教師的職責 

 

          可憐 

          三十三年長 

          台灣的下一代 

          給一些懵懂教師 

          跟他們自己一樣 

          麻麻糊糊 

          糊裡糊塗 

          混過去了 

          腦子裡 

          空空洞洞 

          像夢遊病人 

          只靠僥倖活著 

 

          怪不得台灣有這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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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狀豬 

          七歲到四十歲 

          十三歲到四十六歲 

          不夠多嗎？ 

          幸好 

          她還有一點良知 

          她仍存有一顆 

          善良知道感謝之心 

          值得安慰 

          還沒有失去人性 

          只是迷失在 

          人性、魔性、獸性的叢林裡 

          迷失在 

          貪婪、自私、僥倖的人海中 

 

          不知人權為何物 

          不知正義、公平為何物 

          不知真理為何物 

 

          人在福中不知福 

          只祈望 

          有一天 

          她不會成為 

          被宰的肥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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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狀豬 

          

          （2005-10-12） 

 

 

  

    (白沙灣)1992  

134



                    (四)<台灣人四好>  
 

         台灣人 

         三好加一好 

         四好 

 

         古今中外 

         出賣故鄉的人 

         並不稀罕 

         但沒有台灣人 

         這麼多 

 

         台灣人有漢民族的 DNA 

         漢民族 

         沽名釣譽貪婪的 DNA 特別多 

         尤其是台灣人 

         重名重利的人 

         特別多 

         出賣故鄉的人 

         特別多 

         台灣島 

         人稱貪婪島 

 

         人說 

         漢民族是東方猶太 

         猶太 

         狡猾、貪利、心存僥倖 

 

         台灣人有漢民族的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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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名為利 

         出賣故鄉不稀罕 

 

         人說 

 

         法國人是西方漢族 

         貪利、自傲 

 

         無利不往 

         正義、公平、民主 

         只掛在嘴上 

         為虎做倀 

         惟利是圖 

 

         人說 

         台灣人怕死、愛錢、愛面子 

         不無道理 

         只要能賺錢的地方 

         天涯地角 

         都有台灣人的影子 

 

         商人無祖國 

         是他們的口頭禪 

         是他們的護身符 

         是他們的狡辯 

         是他們的……. 

         自欺欺人 

         台灣人出賣故鄉不稀罕 

         台灣人出賣故鄉不臉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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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只怪 

         漢人過客 

         漢人全球遭排斥 

         他們不入鄉隨俗 

         築成竹籬笆 

         自成唐人街 

 

         四海一家 

         大同世界 

         征服地球的美麗藉口 

         似曾相識 

         喔，對了 

         是 

         日本軍閥的大東亞共榮圈 

         漢人過客 

         不認同台灣不稀罕 

 

         啊！ 

         應該鞭撻的是 

         抓耙仔 

         台灣人而背叛台灣 

         他們才是 

         真正出賣台灣的人 

         不論口出 

         多麼美麗的謊言 

         台灣人抓耙仔特別多 

 

         台灣人之所以為台灣人 

         只會怪漢人過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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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鞭撻抓耙仔 

         台灣抓耙仔特別多 

 

         台灣人不敢鞭撻抓耙仔 

         抓耙仔的謊言 

         越來越多 

         出現在電視上的抓耙仔政客 

         越來越多 

         他們說是言論自由 

         他們說是多元社會 

         多麼漂亮的謊言 

 

         人說、人說 

         只是概括說 

         只是概括說 

 

         不必自己對號入座 

         不必火冒三丈 

         只要你 

         有善良、真誠、美好的心 

         認同自己生長的土地 

         你是善良的人類 

         愛斯土故鄉的人 

 

         你是真誠的台灣人 

         你是真誠的中國人 

         你是真誠的猶太人 

         你是真誠的法國人 

         你是真誠的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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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錢奴 

        不是畜生 

         

        (2005.10.15) 

 

（註：刊載於《台灣文學評論》第六卷第二期 - 2006.04」） 

 

 
 
  

 
            (台南七股鹽田)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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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良相未必能齊家> 
 

       公平、正義、無私 

       才智、意志、毅力 

       良相能治國 

 

       孝悌、慈愛、忠貞 

       是俗世 

       膚淺的觀點 

 

       社會一般 

       喜看人出醜 

       喜窺看隱私 

 

       一般俗言諺語 

       正反兩面成對 

       是俗世的憑依 

       不值得深思 

 

       蜚言流語 

       無言以對 

       良相未必能齊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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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看過地獄> 
 

       看過地獄 

       只剩空虛無奈 

       無言以對 

 

       沒有看過地獄的人 

       滿口倫理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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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馬鹿野郎>  
 

       馬鹿野郎！ 

       馬鹿！ 

       中國人 

       大做文章 

       說是無比侮辱 

 

       馬鹿！ 

       好友、長輩 

       充滿愛情的 

       罵語 

       中國人不解 

 

       丁字褲 

       才二十年前 

       自稱中國才子 

       譏為日本人的國粹 

 

       二十年後 

       現代中國女子 

       爭相穿 

       比露 

 

       所謂大師老了 

       裝聾作啞 

       噤口如寒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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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三字經> 
 

       幹撟 

       三字經 

       一個國中女生在發飆 

 

       她沒有想 

       三字經的意思 

       她只知道那是臭罵的言語 

       她不爽 

       所以她口出三字經 

 

       社會、衛道、假正經仕女 

       大做文章 

       民主、法治國家嘛 

       用法律語言來解釋批判 

 

       他們躲在汽車旅館中 

       執行三字經 

 

(註：刊載於「台灣文學評論」第五卷第四期 - 2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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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民的思維：(1) 

（一個平凡人民的心聲） 

 

威權和民主： 

活過兩個時代 

各有千秋. 

 

表面旳和平 

恐怖下的自由 

 

還有 

穿著民主外衣下的 

威權 

  

菲律賓緫統杜特蒂説 

要脫離聯合國 

也不無道理 

 

看看 

有 2300 萬人民的 

台灣在國際的舞台 

就可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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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口口聲聲說正義 

卻一點也看不出 

所謂的正義 

只有<國家利益> 

跟不敢明說的 

<個人利益> 

 

歷史會重演 

想起 1933 年的日本 

退出<國際聯盟> 

 

啊! 

歷史會重演 

哪兒來的正義 

只有拳頭的大小 

 

歷史告訴我們 

不論洋的東西 

不分古今 

永遠是 

黑白兩道 

在管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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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隨筆 
 

雲仙(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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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吟詠漢語俳句及短歌的要訣> 
     

    俳句一百年來已成為世界之文學， 世界各國語言的詩集網站林

立， 另現有<漢俳>名稱之新興漢語短詩， 其結構與內容實與日本短

歌相似或相同，在本書將歸類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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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抱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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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灣俳>為黃靈芝氏所取之名稱，本來是說在台灣這個地方所

吟詠的俳句，但為日人所誤解，為避免引起無謂的誤解，以<台俳>稱

呼台語俳句為宜。 

    俳句是世界上最短的詩， 是吟詠瞬間的感受或感動的詩，因此儘

量減少多餘的詞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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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語俳句 575十七個音，但漢語一個字等於

日語的 2~5個音，因此<漢語俳句>不管華語，台語，客語都以 10個漢

字較適宜。有不少台灣人和中國人都錯認<漢俳>為俳句，漢俳只模仿

日俳 575的音數， 內容量或實質內容都超過俳句的實質內容， 反而

等於日本的短歌或更長。 

    <10個字>我較喜歡<343>， 但 55或 46也可以，不一定要押韻，

但有押韻有時候會更適合吟詠，因為總共只有十個字要押 3個或 2個

韻有些困難，不得一時可日諾或減少一兩個字亦可，只要不詰屈聱牙

就好。 

    <漢語短歌>則仿效日語俳句(575)與日語短歌(57577)的關係， 也

以<34344>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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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誦詠漢語俳句的小秘訣 

1。 漢語俳句只有十個漢字，因此較難吟詠<抒情>，最好吟詠<瞬間感

動> 

2。 要吟詠抒情詩時就以<短歌>吟詠較宜(如:相戀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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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社會人則可以有較複雜的吟詠，如一句許秀梧女士的

日語俳句<角帽の写真を飾り二二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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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8日在紅架桌上有一張角帽

像，角帽是日本大學生的帽子也是大學生的表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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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是那慘不忍睹

的台灣人菁英知識分子的大屠殺事件，短短十個字程示，二二八有多

少菁英被屠殺。這就是俳句，被世界所有人所愛好的俳句所要呈現

的。 而<二二八>則有日俳<季語>的功能，雖只有三個字但這三個字可

使大部分的台灣人想像二二八當時的各方面景象，可以補充短短 10個

字的不足或缺點。日人因生活習慣重視氣候，其他各國人則可以以各

國特殊的歷史文化記憶來代替季語。 

4。 十個字的分節，初學以 343較宜，當你已熟悉俳句結構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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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5。 漢語俳句從淺易到深奧，各階段都有，也就是從小學一年級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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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深不一，尤其每一個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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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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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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產生<恐龍法官>之事端。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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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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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背地裡受

譏笑說<沒有知識>自暴其短。 

7。 日本的所謂<傳統俳句>不過是一個人的主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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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也許有人會認為日本俳句講究<定型與季語>，但這是日語和日人

生活習慣的關係係，使用日語以外的語言誦詠俳句者不必拘泥於日俳

的<定型與季語>。 

9。 再囉嗦一次，漢語或台語俳句的定型以 10個漢字為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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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

>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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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等，可以勝過一部電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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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語。 

10。 <漢語短歌>以 34344為宜。<漢語短歌>則仿效日語俳句(575)與

日語短歌(57577)的因緣， 以<34344>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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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漢語俳句專欄篇裡頭有有關漢語俳句的詳細說明和延伸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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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俳句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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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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唸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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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會意接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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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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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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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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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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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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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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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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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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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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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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子」所倡導

的「花鳥諷詠」(高浜虚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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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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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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俳句協会: http://www.gendaihaiku.gr.jp/index.shtml  

 2. 俳人協会: http://www2.famille.ne.jp/~haiku/  

 3. 日本伝統俳句協会: http://www.haiku.jp/index.asp  

     而現代俳句協会還設有國際性組織： 

 国際俳句交流協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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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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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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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俳句歳時記》則於 2003 年獲得「第三回正岡子規国際俳句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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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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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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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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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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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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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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写傾向，描写四季景色的変遷，借以表現世間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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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日本短歌的叙事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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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向。主要用以讚美自然風景，表現家庭親情、男女純真恋情等等。《偲

歌》具有類似日本都々逸的性描写傾向。主要用於表現男女之間的情愛

性愛，對異性的渇望、苦悩等等。写這一類題材，不可忘記詩歌的優雅

性，切忌流于庸俗。《坤歌》具有日本川柳的幽黙、諷刺特點。以家庭、

近隣、身邊諸事爲表現対象，以諷刺、幽黙的手法引人發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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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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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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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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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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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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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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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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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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台語唸出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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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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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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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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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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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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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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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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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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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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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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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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吟詠日本俳句－現代俳句的蛻變—》 

             －初學俳句的一個外國人的疑問－ 

       吳 昭新  (オーボー真悟；瞈望；Ng-Bang）Chiau-Shin 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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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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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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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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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理以及哲學等、以及

主觀和客觀雙方面的感受都包含在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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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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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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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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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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近的俳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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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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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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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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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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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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其添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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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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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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執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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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書目、網站、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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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倉秀樹氏評論（1） 

台湾の十字の俳句にある明日

http://shiciankou.at.webry.info/201006/article_22.html  

＊石倉秀樹氏評論（2） 

俳句は何であるかではなく、俳句に何ができるかを問うとい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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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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稿: 2010-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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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俳句之漢譯－介紹中國金中教授的一詞加      
一句形式》 

                   吳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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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119.61.161/blog/forum_detail.php?id=44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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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目的，

同時舉行，這樣包括了詩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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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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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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說形式上相同於日排的十七個音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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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是在做漢語俳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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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中國時興的新型漢語短

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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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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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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119.61.161/blog/forum_detail.php?id=4030；《漢

語/漢字俳句》

http://140.119.61.161/blog/forum_detail.php?id=4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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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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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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池や蛙飛び込む水の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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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這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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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版 
【古池，蛙縱水聲傳  《外語研究》 2010年 01號 

     ——一詞加一句形式的俳句翻譯——                                                                  

                     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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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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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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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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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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花一片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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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寺庭幽静，渗入岩石是蟬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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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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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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名等黄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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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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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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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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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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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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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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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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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河横佐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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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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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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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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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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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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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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俳句史(1895~2013) (華語節縮版)                                                                     

                                             呉昭新            台灣                     

                                             Chiau-Shin NGO    Taiwan 

    發源於日本的排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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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喜歡吟詠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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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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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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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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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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由擔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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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辺香墨到台灣任職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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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行的俳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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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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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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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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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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林里坪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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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有了差異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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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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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台灣特有的「文化性記憶」。 

    日語俳句: 俳句起源於日本， 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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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以虛子的死守有季定型、花鳥諷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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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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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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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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將漢字新型詩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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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所發起文藝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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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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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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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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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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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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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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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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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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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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蘇世邦：台湾俳句の季題について-「椰子」の句を例とし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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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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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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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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8-31 加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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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俳句」、「世界俳句」及「漢語/漢字俳句」  
       吳昭新（瞈望、オーボー真悟）、Chiau-Shin NGO 

(本篇文章完成於 2012 年，於 2017 年稍作修訂，又因本文由原

先三篇獨立文章合併而成，以致中間內容多少有重複出現之處，敬請

諒解。)  

 

各位來賓、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今天我要談的是「世界俳句與漢語／漢字俳句」。可能有很多同學是第一次

聽到這些名稱，覺得新奇但又有些困惑，因為各位既然是來參加這個大會，當然

在大家的知識中，對於「俳句」一詞應該多少都已有概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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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最近幾年來，在台灣的網路上偶而可以看到日語俳句，也可以看到使用

漢字寫的「俳句」（漢語/字俳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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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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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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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過日語的老人只為興趣在吟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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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了解而最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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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其本質

卻與「俳句」有所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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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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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過來，有不少日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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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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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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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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的教導與執行的乖離所引起。 

大家都以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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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俳句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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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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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這一小派系的小

規範自從俳句的源頭的短歌長期演變下來，因為較適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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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沒按照這些規範來吟詠。其實沒有被這小規

範綁住的俳句在長期的演變中不但有很多人吟詠，且有不少膾炙人口之名句出於

名家之手，一般人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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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家實際在吟詠

的並不一定遵守這些規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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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脛而走的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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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  俳句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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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俳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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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成為「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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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五定型」。至於我本人則依其內容分別「俳句」和「川柳」，難分者以「俳柳」

稱之。  

說到詩的長短，如果要以漢字吟詠漢語或華語俳句，或將日語俳句翻譯成漢

語或華語俳句時，應以內容的長短即幾個字較適當(即資訊量)做考量。短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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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漢字是一音一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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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平均則約為一•五 ~ 二•○個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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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十個漢字的詩詞內容約略等於一句日

本俳句或川柳的內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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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順序演變而來。 

@ 和歌（短歌）→連歌→俳諧連句→俳諧→（発句的独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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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為發句的原則。發句後來從連句或連歌獨立出來時叫做「俳句」，這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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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回溯到江戶時代的發句認為具有

同質性，也具有文學性: 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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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鐘聲有餘音繞梁） 

‧ 留白（如水墨畫） 

‧ 存有禪的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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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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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一般分為： 

‧傳統俳句 

‧非「傳統」俳句（前衛、新興、…俳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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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四季分明

的地域，日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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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俳句都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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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2. 非「傳統」俳句：  

    ‧沒有按照傳統俳句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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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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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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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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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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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的俳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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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對於俳句興趣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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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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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實際倫常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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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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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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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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傳統俳句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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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世界俳句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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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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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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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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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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花鳥風月代表自然景物。他可能發覺能夠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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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私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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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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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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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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也是以吟詠戀情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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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於20世紀初期有 Ezra Pound (1885-1972) 的意象主義 (Imagism) 

的出現，因此俳句在日本國外只能依其外型來做模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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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則失去俳句的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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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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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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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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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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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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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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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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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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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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秋櫻子後來回頭來盡力想維護「有季定型」，以致高屋窓秋及石橋辰之助等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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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反戰的也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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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需要提起留證，但也不必特作大作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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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說是沒有一個人有能力反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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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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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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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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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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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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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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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尾兜子

（1925-1981）、鷲巢繁男等人在其旗下。「薔薇」之後發展為「俳句評論」（1958）

有高屋窓秋、永田耕衣（1901-1997）、三重敏雄、加藤郁乎（1929-2012）、橋

閒石（1903-1992）、中村苑子（1913-2001）、三谷昭等人加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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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茶業等而日包含國際性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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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的俳

人有不少出自「俳句甲子園」，也因此大部分人是走「定型有季」的傳統派俳句

之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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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才是也就是俳句的真髓所在，也是世界俳

句的中心走向，因為過去要將俳句的真髓鎖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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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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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如何俳句在日本已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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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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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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在二戰結束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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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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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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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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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和讀者一起來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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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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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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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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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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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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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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受到全人類的青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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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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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和信心，使詩吟這一行離一般大眾越走越遠，以致使詩吟到失落的現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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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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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子規的錯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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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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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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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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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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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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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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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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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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尊重也欣賞「傳統俳句」的約束規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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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所改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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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表達文化上的共同記憶以補償俳句的短的內

容，而實質內容則有朝向，將俳句和川柳合而為一成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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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頭有更詳細的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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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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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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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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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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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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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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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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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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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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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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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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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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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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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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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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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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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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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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嚮往的傳統俳句，真是自我犧牲的一代俳句大師，不

過很遺憾的是至今還有些弟子未曾讀過大師的遺囑而不知其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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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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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俳句協會」：http://www.gendaihaiku.gr.jp/index.shtml  

「俳人協會」：http://www.haijinkyokai.jp/  

「日本傳統俳句協會」：http://www.haiku.jp/index.asp  

 

             【「漢語/漢字俳句」】 

 

再接下來我們就要談到今天的第二個題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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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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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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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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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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的會上，溫家宝吟詠一首漢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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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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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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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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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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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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俳／台俳」、「粵俳／広東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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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話俳句」、「広東話俳句」、「客家話俳句」。

普通話、台湾話、広東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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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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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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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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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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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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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陝西交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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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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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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等，主観的瞬間或客観写生的感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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圏內、

因各地域使用語言的、発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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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中国普通

話的俳句， 

 「台湾語俳句；湾俳/台俳」，「俳句 (台湾語)」是指台湾話的俳句， 

 「客語俳句；客俳」，「俳句 (客語)」是指客家話的俳句， 

 「広東語俳句；粵俳」，「俳句 (広東語)」是指広東話的俳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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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仏俳」、「俳句（フランス語）」 

 「ドイツ語俳句；独俳」、「俳句(ドイツ語)」 

 「リトアニア語俳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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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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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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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日本的俳人》 

 

（1）【傳統派】 

★高濱虛子 (1874-1959) 傳統俳句 

★前田普羅 (1884-1954) 傳統俳句 

★飯田蛇笏 (1885-1962) 傳統俳句，創刊「雲母」。1967年角川書店為紀念

其功勞以其名創設「蛇笏賞」。 

★富安風生 (1885-1979) 傳統俳句，東京帝大法科畢業，官拜郵電部次長，

《ホトトギス》、《馬醉木》同人，獲日本藝術院賞。 

★原石鼎 (1886-1951) 傳統俳句，虛子的弟子，後創刊「鹿火屋」俳誌。 

★杉田久女 (1890-1946) 傳統俳句，虛子門下的女弟子，善於詠景而近景、

遠景並重的詠法為其特性。 

★山口青邨 (1892-1988) 傳統俳句，東京帝大畢業，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工

學博士，1922年與水原秋桜子、山口誓子、富安風生、高野素

十等人共同創立東大俳句会，也是《馬醉木》同人。 

★川端茅舍 (1897-1941) 傳統俳句，俳人，畫家，為虛子所寵愛的弟子，極

力推崇花鳥諷詠。 

★中村汀女 (1900-1988) 傳統俳句，女俳人，與星野立子、橋本多佳子、三

橋鷹女被稱為 4T，創刊《風花》，獲日本藝術院賞。 

★永田耕衣 (1900-1997) 傳統俳句，俳人，評論家，多思考人生問題的俳句，

不贊成虛子的花鳥諷詠。 

★芝不器男 (1903~1930) 曾入學東京大學，但未曾畢業的天才俳人，像流星

一樣划過二十七個短暫年頭，善於描寫瑣碎的情景。出身愛媛

縣，愛媛縣文化振興財團設有「芝不器男俳句新人賞」組織。 

★星野立子 (1903-1984) 傳統俳句，女俳人，虛子的次女，創刊《玉藻》。 

★大野林火 (1904~1982) 傳統俳句，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畢業，1953就任

「俳人協會」會長，1980年當俳人協會訪中團團長，1969獲蛇笏       

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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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澄雄 (1910-2010) 傳統俳句，九州大學經濟學部法文科畢業，日本藝術

院會員，獲蛇笏賞、讀賣文學賞、藝術院賞、文化功勞賞，創

刊《寒雷》、《杉》。 

★有動亨 (1920-2010) 京都帝国大学経済学部畢業，馬酔木同人（1954年

～）、俳人協会顧問、馬酔木同人会顧問。旧制馬酔木賞、馬酔木

新人賞、馬酔木賞、馬酔木功労賞、俳人協会功労賞獲獎。 

★有馬朗人 (1930-   ) 物理學者、俳人、政治家。東京大學教授、校長，

文部大臣，屬於俳人協會的傳統俳句。 

★鷹羽狩行 (1930-   ) 傳統俳句，中央大學法學部畢業，「狩」主編， 

★上田五千石 (1933-1997) 俳人，上智大學文學部新聞學科畢業，創刊

「畦」，獲第8回俳人協會賞。 

★宇多喜代子(1935-   ) 傳統俳句，1982 年獲第 29 回「現代俳句協会賞」。 

2001 年獲第 35 回「蛇笏賞」，現任「現代俳句協會」會長。 

★坪内稔典 (1944-    )傳統俳句，立命館大學文學部日本文學科畢業，創

刊《日時計》、《黃金海岸》，「船團之會」代表，現代俳句的代表性

人物，現佛教大學教授，京都教育大學名譽教授，獲 13 屆桑原武

夫學藝賞，「芝不器男・俳句新人賞」選考委員。 

★今井 聖 (1950-    ) 傳統俳句，明治學院大學文學部畢業，高中教師，

1996年創刊「街」。 

★秋尾 敏 (1950-    ) 詩人，俳人，埼玉大學畢業，獲第11回現代俳句協

会評論賞。1992年成為「軸」同人，現主宰，「吟遊」同人，世界

俳句協會會員及網路版主編，現代俳句協會理事，全國俳誌協會會

長。在自宅開設俳句圖書館鳴弦館。2006年修獲筑波大學大學院情

報學博士。 

★筑紫磐井 (1950-    ) 俳人協會會員，「豈」發行人，真名國谷實，一橋

大學法學部畢業，科學技術廳公務員，文部科學省科學技術政策研

究所所長，著有多本俳句集和評論集。 

★長谷川櫂 (1954-    ) 傳統俳句，東京大學法學部畢業，曾任職讀賣新

聞，現東海大學文學部文藝創作學科特任教授。《古志》主宰。 

 

（2）【四S時代】 

大正末期到昭和初期的約十年，在（ホトトギス）旗下有四位出名

的俳句作家，其英文名字的第一字都是（S），因此人稱為四S時代。 

★水原秋櫻子 (1892~1981) 初為虛子弟子，傳統俳句（排拒反對無季俳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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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自然之真』與『文芸上之真』一文，提倡主觀的重要性，批

評高野素十等墨守客觀寫生，主張主觀的表現，另立門派與虛子對

抗，將其主持的俳誌《破魔弓》改名《馬醉木》。 

★高野素十 (1893-1976) 傳統俳句，嚴守虛子的客觀寫生，頗受虛子的讚

美，也就引起秋櫻子的反感。 

★阿波野青畝 (1899-1992) 傳統俳句，1973年獲蛇笏賞、西宮市民文化賞， 

1974年獲大阪府藝術賞，俳人協会顧問。1992年獲第7回詩歌文学館

賞。 

★山口誓子 (1901~1994) 新興俳句運動的領導人，東京帝大法學部畢業，曾

為《ホトトギス》、《馬醉木》同人。 

 

（3）【人間探求派】 

★中村草田男 (1901-1983) 傳統俳句，「人間探求派」，主持俳誌《萬綠》。 

★加藤楸邨 (1905-1993) 傳統俳句，初在秋櫻子的《馬醉木》旗下，後自創

刊《寒雷》，戰時主吟戰爭俳句。追求吟詠人的內面心裡，是所謂的

「人間探求派」，同派有中村草田男、石田波卿等人。 

★石田波鄉 (1913-1969) 傳統俳句，初期屬於《馬醉木》旗下，多詠人的心

理內面的作品，屬於「人間探求派」，後創刊俳誌《鶴》。 

 

（4）【前衛（新興）俳句】 

★種田山頭火 (1882~1940) 自由律，與尾崎放哉同為代表自由律俳句的俳

人，因其持續做行乞之旅，故可稱為行走的俳人。 

★嶋田青峰 (1882-1944) 早稻田大學英文科畢業，初為高等學校教師，後繼

虛子成為國民新聞社的「國民文學部」部長，後有五六年擔任「」的

主編，1926繼承條原溫亭為「土上」主編，「土上」慢慢傾向普羅俳句、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色彩，成為新興俳句運動的中心，因此成為虛子門

下子弟的攻擊對象，終被開除，水原秋櫻子向其發出警告說「死也不

應該容忍無季俳句」，終於在1941年以違反治安維持法遭逮捕入獄，不

久因病重被釋放，於1944年病逝，期間弟子、朋友因怕被牽連，無人

敢探訪。 

★荻原井泉水 (1884~1976) 自由律、韻律感。 

★尾崎放哉 (1886~1926) 自由律，與種田山頭火同為代表自由律俳句俳人，

但放哉後半生在佛寺當堂守，故可稱為席坐的俳人。 

★中塚一碧樓 (1887~1946) 自由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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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岡禪寺洞 (1889-1961) 新興俳句，連作俳句，無季俳句。 

★栗林一石路 (1894-1961) 普羅俳句。 

★西東三鬼（1900-1962）新興俳句。 

★日野草城 (1901-1959) 新興俳句，無季俳句，《馬醉木》，《葛 

★秋元不二男 (1901-1977) 又稱東京三，1930 發表「普羅俳句之理解」，

1934加入新興俳句運動，1940 西東三鬼創刊《天香》，1941 因違反

治安維持法被捕入獄二年，1947「現代俳句協會」創立會員，1948 山

口誓子創刊「天狼」，1961「俳人協會」的成立，因喜歡參加各種活

動被認為是有機會主義傾向，1968 獲第2回蛇笏賞。 

★富澤赤黄男（1902-1962）新興俳句，常引用隱喻，並喜用各種手法表現。 

★橋本夢道 ( 1903-1974) 普羅俳句。 

★金子兜太（1919-   ）前衛、造型俳句俳人，現代俳句協會前會長、現名

譽會長。 

★高柳重信（1923-1983）前衛、多行俳句，無季、自由律俳人。 

★林田紀音夫（1924-1998）無季俳句。戰後無季俳句的代表人物，曾是年輕

人的偶像。有人批評說，雖然活到七十四歲，但其俳句作品自二十八

歲後就無好作品，因此被稱為文學上夭折的俳人，其實他除了名句「遺

書/若用鉛筆寫/易被遺忘」外仍有許多秀句。年輕時過了社會上最底層

的生活，但後半生生活富裕。 

★河原枇杷男（1930-  ）存在論的思考。 

★石倉秀樹（1946-  ）漢詩人及俳人，東京大學文學部法語文學科畢業。

十年完成30000首漢詩作品，「吟遊」同人，「世界俳句協會」會員

兼事務局長（2011年）。 

★野口 裕（1952-  ）俳人，五七五作家，文藝評論家，俳論家。與柳人小

池正博共同創刊並編輯俳句、川柳綜合雜誌「五七五定型」共五期。 

★鎌倉佐弓（1953-  ）俳人，獲2001年現代俳句協會賞，「吟遊」同人、編

輯人，世界俳句協會會員。 

★夏石番矢（1955-  ）師承高柳重信，具宇宙觀、多語言，無季、自由律

俳人，世界俳句協會的創辦人，明治大學教授。 

★木村聰雄 ( 1956- ) 師承高柳重信，「吟遊」同人，世界俳句協會會員。中

央大學教授。 

★住宅顯信（1961-1987）短命的自由律俳人。 

 

（5）【年輕一輩的俳人】並不限於這些人，以下的人物是筆者讀過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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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五島高資（1968- ）俳人、医師（博士（医学））、地域学者。別号、

篁風。1990年、全国学生俳句大会推薦大賞兼文部大臣奨励賞受獎。

1993年自治医科大学医学部畢業。1996年出版第一本句集「海馬」。

1998年開設網路俳句会「俳句スクエア」。自治医科大学、自治医科

大学大学院博士課程修畢。1995年、獲現代俳句新人獎。2000年、獲

現代俳句評論獎。 

★高山れおな（1968-  ）自1993參加「豈」至今，獲第4回スウェーデン賞、

第11回加美俳句大賞，主持「俳句空間―豈weekly」（以100号完結），

自2010年起擔任「朝日新聞」的俳句時評工作。 

★鴇田智哉（1969-  ）2001 年獲第 16 回俳句研究賞；2005 年獲第 29 回俳

人協会新人賞（句集『こゑふたつ』にて），俳誌「雲」編集長。上

智大学文学部哲学科畢業，東洋大学大学院博士前期課程修畢。 

★関悦史（1969-  ）二松学舎大学文学部国文科卒。豈同人。2002 年、第

一回芝不器男俳句新人賞城戸朱理奨励賞を受賞。2008 年、現代俳

句評論賞佳作。2009 年、俳句界評論賞。2009 年、で再び現代俳句

評論賞佳作。2009 年、豈同人。 

★宇井十間（1969-  ）現住美國。東京大学醫学部畢業、醫師（現在、在

美國做研究）。2006 年，獲第 26 回現代俳句評論賞。現在參加「海

程」、「豈」、「小熊座」。 

★山本一太朗（1973-  ）筑波大学日本文化学科畢業，無季自由律俳人，「吟

遊」同人，世界俳句協會會員。 

★大森健司 (1976- ) 俳句結社「森」主宰。俳人協会会員。京都府京都

市出身。母親大森理恵也是俳人。同志社大学文学部畢業主修俳句。 

      自 6 歳開始學作句。跟角川春樹學俳句、1985 年~2009 年參加俳句結

社「河」。其間獲結社賞的河新人賞、河賞、角川春樹賞。1999 年獲

第 1 回俳句現代賞を受賞。2012 年、設立俳句結社「森」。 

★日下野由季（1977-  ）學日本古典文学於國學院大學，早稲田大学第二

文学部畢業；獲海賞、海新人賞、世田谷文学賞（俳句部門）等獎；

俳誌「海」編集長。 

★高柳克弘（1980-  ）早稲田大学第一文学部俄羅斯文学専修，入早稲田

大学俳句研究会。之後於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研究松尾芭蕉。2004

年、第19回俳句研究賞；2008年，因『凛然たる青春』獲第22回俳人

協会評論新人賞；2010年，以同句集獲第1回田中裕明賞。25歳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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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鷹」編集長。 

★神野紗希（1983-  ）2001 年、第四回俳句甲子園獲團体優勝；於第一回

芝不器男俳句新人賞獲坪内稔典奨励賞；自 2004 年 4 月擔任 NHK『俳

句王国』司会至 2010 年 3 月。2011 年現在、於お茶の水女子大学學

博士後期課程－現代俳句之研究。2011 年與江渡華子、野口る理一

同開辦俳句網路雜誌『spica』。 

★山口優夢（1985-  ）東京大学地球惑星環境学科研究火星的地質。2005

年獲龍谷大学青春俳句大賞大学生部門最優秀賞。2007年獲第四回鬼

貫青春俳句大賞優秀賞。自2008年參加中原道夫的結社「銀化」。2011

年、以「投函」50句獲第56回角川俳句賞。現服務於讀賣新聞。 

 

【註：這篇文章是關於「世界俳句、漢語/漢字俳句」的講解，內容多已出

現在筆者前此發表的文章，不過也有縮減和新增加的部份，敬請斟酌參

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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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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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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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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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書目、網頁、部落格】  

    (於修訂時發現有些網路上文章已被移動或刪掉，除了找到有關文章補充

外只好刪掉，但有些舊仍然留原網址做參考。) 

吳昭新：《台湾俳句之旅》：「台湾文学評論」，第十巻第一期，pp.75~95，Jan. 

2010，台湾文学資料館，真理大学，台湾（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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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5-15 

reached) 

吳 昭 新 ：《 吟 詠 日 本 俳 句 － 現 代 俳 句 的 蛻 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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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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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昭新：《台湾俳句之旅》。「台湾文学評論」、第十巻第一期、 pp. 7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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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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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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5-18 

reached) 

吳昭新：《「台語文學」與「台灣文學」；「臺灣閩南語羅馬字拼音方案」與「方

音符號系統方案」》：（華語）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taigubun-1.htm  (2017-05-18 

reached)  

吳 昭 新 ：《 漢 字 / 漢 語 俳 句 》：「 オ ー ボ ー 真 悟

（ http://oobooshingo.blogspot.com/2010/07/002.html   (2017/05/18)      

reac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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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 ） http://oobooshingo.blogspot.com/2010_06_01_archive.html              

(2017/05/18) reached. 

吳瞈望：《漢語/漢字俳句》：「世界俳句」，2011 第 7 号、世界俳句協会編、

日文：p.101~113;中文：p.98~104. 七月堂，東京，日本。 

黄靈芝：《臺灣季語及臺灣語解説》，「臺灣俳句集（一）」，1998，pp.76～83，

台北，台灣。（華語）  

黃靈芝：《北縣縣民大學「俳句教室」（1）（2）（3）（4）》，「臺灣俳句集（一）」，

1998，pp.52～70，台北，台灣。（華語） 

莫渝  ：《鐘聲和餘音》：〈愛與和平的禮讚〉，pp. 3-17，1997，草根出版，臺

灣。（華語） 

黄智慧：《台灣腔的日本語：殖民後的詩歌寄情活動》，文化研究學會 2002

年會「重訪東亞：全球、區域、國家、公民」會議論文。（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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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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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號」；pp.83-89, 2012，東京，日本。（華語） 

  正岡子規：《俳諧大要》（日語）岩波文庫、岩波書店、1989、第 8 刷り。 

      http://www.aozora.gr.jp/cards/000305/files/57350_60028.html （青空文

庫：2017-4-28 reached） 

    正岡子規：《俳人蕪村》（日語）「日本の文学 15」中央公論社、1973. 

       http://www.aozora.gr.jp/cards/000305/files/47985_41579.html  

      （青空文庫：2017-4-28 reached） 

  正岡子規：《古池の句の弁》（日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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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59643.html  

      （青空文庫：2017-4-28 reac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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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16281.html  

      （青空文庫：2017-4-28 reached） 

  高濱虛子：《俳句讀本》：《世界教養全集 14》，pp.221-353, 1962；平凡社，東   

京，日本。（日語）  

  高浜虚子：《俳句とはどんなものか》（日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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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53180.html  

（青空文庫：2017-4-28 reached） 

  高浜虚子：《俳句の作りよう》（日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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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51028.html  

      （青空文庫：2017-4-28 reached） 

萩原朔太郎：《詩の翻訳について》（日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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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35101.html  

       （青空文庫：2017-4-28 reac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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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26253.html  

       （青空文庫：2017-4-28 reached） 

萩原朔太郎：《郷愁の詩人 与謝蕪村》（日語）岩波文庫、岩波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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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 平 成 19 ） 年 1 月 25 日 第 22 刷 発 行     

http://www.aozora.gr.jp/cards/000067/files/47566_44414.html        

（青空文庫：2017-4-28 reac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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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9353.html  

（青空文庫：2017-4-28 reac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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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9352.html 

（青空文庫：2017-4-28 reac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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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12242.html  

（青空文庫：2017-4-28 reached） 

    小宮豊隆、横澤三郎：《芭蕉俳諧論集》（日語）、岩波書店、昭和 26 年。 

  小宮豊隆：《芭蕉（上、下）》（日語）、岩波書店、昭和 26 年。 

    小宮豊隆：《芭蕉句抄》：岩波新書 414、岩波書店、東京、日本、1975（日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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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125-220, 平凡社、東京、日本、1962 、（日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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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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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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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2-18.1995。（日語）  

朱實：《中國における俳句と漢俳》：「日本語学」：14： 53-62.1995，東京，  

      日本。（日語）  

夏石番矢、鎌倉佐弓：《俳句縦横無尽》; 2010; 沖積社，東京，日本。 （日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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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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鈴木大拙 著，陶剛 翻譯：《禪與俳句》，〈禪與日本文化〉，pp. 105~134.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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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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18.1995。（日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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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羽勝幸：《信濃の一茶》，中央公論社，東京，日本，1994，(日語) 

石 寒太:《 「歲時記」の真実》，文藝春秋，東京，日本，平成 12 年，(日

語) 

磯田一雄：《黃靈芝俳句觀の展開過程》：「天理台灣學會年報」第 17 號，2008 

      年，6 月。(ISSN:1344-3291)。（日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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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 月。（日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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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hed) 

鷹羽狩行：《もう一つの俳句の国際化》、     

  （第 17 回 HIA 総会特別講演より）（2006. 6. 6）（日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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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山 逍 雀 ：《 曄 歌 》：（ 日 語 ） http://www.741.jp/kouza07/kou-07D01.htm     

(2017-05-18 reached) 

中山逍雀：《俳句と漢俳》，（日語）http://www.741.jp/kouza08/kou-08C43.htm  

  (2017-05-14  reached) 

中 山 逍 雀 ：《 曄 歌 》，（ 日 語 ） http://www.741.jp/kouza07/kou-07D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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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14 reached) 

《葛飾吟社》：（日語）http://www.kanshi.org/   (2017-05-15  reached) 

中 川 広 ：《 中 川 広 の 俳 句 ペ ー ジ 》 ： （ 日 語 ）

http://www1.odn.ne.jp/~cas67510/haiku/index.html (2017-05-14 reached) 

   《Mora and Syllable/モーラと音節》：（日語） 

http://sp.cis.iwate-u.ac.jp/sp/lessonj/doc/moraj.html (2017-05-15 reached) 

川名 大：《戦後俳壇史と俳句史との架橋、そして切断：前篇》：（日語）

http://gendaihaiku.blogspot.com/2011/06/35_26.html (2017-05-17 reached) 

川名 大：《戦後俳壇史と俳句史との架橋、そして切断：後篇》：（日語） 

http://gendaihaiku.blogspot.com/2011/07/35.html (2017-05-17 reached) 

日本漢俳學會：《日本漢俳学会が定める漢俳詩法の原則》：（日語）

http://www.kanpai.cc/sonota/gensoku.htm  (2012-02-10 reached) 

《日本漢俳學會》：（日語），http://www.kanpai.cc/index.html (2012-02-10 reached) 

八木健：《「俳句のルーツは滑稽」―「子規、虚子たちも詠んだ」》：（日

語 ） http://www.kokkeihaikukyoukai.net/img/newspaper01.pdf  

(2010/06/16) reached. 

姚大均:《漢俳還不如蘇俳》，（華語） 

      http://www.post-concrete.com/blog/?p=366   (2012-02-15 reached) 

鄭敏：《我對新詩的幾點意見》，「新詩紀」網站：（華語）

http://npc.imust.cn/Article/ShowInfo.asp?ID=6052  (2012-02-18 reached) 

   https://tieba.baidu.com/p/2884070659 （2017-05-18 reached） 

鄭敏、吳思敬：《新詩，究竟有沒有傳統？》，「粵海風」：（華語）

http://www.yuehaifeng.com.cn/YHF2001/yhf2001-1-06.htm   (2012-02-18 

reached) 

      http://opinion1.people.com.cn/BIG5/40604/3124256.html  (2017-05-18 

reached)  

鄭民欽：《日本俳句史》：京華出版社，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2000。 （華

語） 

艾 青 ： 《 詩 的 散 文 美 》 ： 「 中 華 語 文 網 」 ： （ 華 語 ）

http://xuesheng.zhyww.cn/200903/19214.htm l (2012-02-18 reached) 

鄧程：《批評與學術創新－對王澤龍先生的一個回應》，「學術批評網」：

（華語）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12665&type=1008  

(2012-02-18 reached) 

陳增福：《艾青“詩的散文美”概念分析》，「中國社會科學網」：（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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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ssn.cn/news/144118.htm  (2012-02-18 reached) 

      《 詩 的 散 文 美 與 艾 青 的 探 索 實 踐 》

http://xiaoan.web.fc2.com/dongyahanxue/paper/no2/papers/13.pdf 

(2017-05-18 reached)  

羅蘭‧巴特 著；李幼蒸 譯：《寫作的零度》，〈寫作的零度〉，1991，桂

冠，台北，台灣，pp.75~128. （華語），（國立台中圖書館－電子書

服務平台） 

羅蘭‧巴特 著；李幼蒸 譯：《符號學原理》，〈寫作的零度〉，1991，桂

冠，台北，台灣，pp.129～214。（華語），（國立台中圖書館－電子

書服務平台）  

泰戈爾 著; 陸晉德 譯: 《漂鳥集》，2007，志文出版社，台北，台灣(華語) 

顏斯華: 《英詩閱讀欣賞與翻譯示範(一)》，2009，顏子文化出版社，台北，

台灣，(華語) 

           …………………………………………………… 

（台）多謝、勞力、感謝 

（客）恁仔細、勞力、多謝 

（華）謝謝 

（日）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英）Thank you 

                                   (完稿於2012-3-12; 修訂:2017-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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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語文學」與「台灣文學」；「臺灣閩南語羅馬字

拼音方案」 與「方音符號系統方案」 
                          吳昭新 

 

    五月二十四日(2011)在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的一場演講不但現

場差一點以武場收場，之後連續幾天在媒體上引發了「台語文寫

作」、「台語文學」、「台灣文學」的論戰。這些論戰的根本潛在主

題，「台語的地位、文字、拼音」，已持續數十年，表面上，藉政

治、宗教力量似乎底定下來，其實一直無法解決，而在可見的將來也

是難有解的。  

 

    因為事關台灣的歷史經驗、二戰後台灣政治地位的未確定性、統

治階級的專制殖民意識形態事實、住民及語言的特殊性及多元性、台

灣住民的特殊民族性以及人性的基本慾望－「名利」等等糾葛成一

團，雖然只能在檯面上、下悶燒幾十年，不過比起二戰後初期吳守禮

（1）、王德育（2）等台語研究的開拓先鋒者在國內受盡欺辱或只能

到國外才能做研究的情況，能夠悶燒，已算是很幸運了。  

 

    不過「台語問題」至今仍然無解，連已好幾代住在台灣的人都無

能力把台語（廣義）當做自己的母語來自由自在使用是何等不幸，而

且情況更一天天在惡化。為什麼台灣會這樣呢？ 除了非本土政府當局

的長期專制殖民政策外，更重要的是要歸咎於住民的特殊民族性，日

語叫做「奴隸根性」、華語叫做「奴性」、台語叫做「心婦仔螺、奴

才相」，還有「西瓜倚大爿」、「倚父食父、倚母食母」的人生哲

學，是否為一般人所說的「臺灣人愛錢、愛名、怕死」三步驟則尚需

求證，但君不見街坊上流傳的歇後語「台灣人三好加一好」，是真的

嗎？生為台灣人，只能吞下去嗎？一笑付之？只要我爽就好，何必管

別人怎麼想，台灣永遠少一個陳智雄(3)，更有四百年來還在持續的閩

客的爭執，常被統治當局拿來做為分化本土族群的工具。 

 

     黃、蔣 524之爭，因為本人不在現場，不明實際情況，但根據報

端上的零星報導，雙方對於台語地位的見解本來就已互不相容，爭論

主體之所在，則如前述有多重潛在原因，是無解的，幾十年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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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仍然如此。 

 

     只是覺得黃氏所說台語無法書寫成文，確是言之過甚吧，而蔣氏

所主張台語文書寫非借用羅馬字不可也是有所偏頗，該是愛鄉情緒的

衝動失控所使然。 

 

     在 2005年筆者因見母語教育的亂象，曾發表《母語教學的亂

象》一文刊載於《台灣文學評論》期刊上，呼籲大家公平冷靜處理台

語拼音和注音問題，之後，於 2006年年底，台灣教育部公佈了教育部

版《台灣閩南語羅馬字拼音方案》，表面上似乎解決了爭論了多年的

『台灣閩南語羅馬字拼音法』的問題，其實不然，這樣不但多了一種

拼音法，反而使問題更複雜化，當時我就說過說沒有一個人是真的會

滿意的，羅馬字拼音各派系也不一定會遵守。果不期然，獲勝者，藉

政府的行政力為後盾，順遂其願，如行無人之境，一路衝鋒，可是一

般大眾則躲避都來不及，學子苦不堪言，順遂者則自得其樂, 享受其

成果, 可是台灣學子與一般大眾則受害無窮, 且不斷 。 

 

  於 2008年本人再補充新的資料後，2008.04.05～04.11的七天於

《台灣時報》的《台灣副刊》上發表《再談母語（台灣閩南語）教學

的亂象－鷸蚌相爭》一文，同時也上載到政大的「臺灣文學部落格」

網上 （4）。沒想到獲得教育部專利的「台羅」派順勢借教育部的助

力，不但排斥其他羅馬字派，還排斥同樣早由教育部公佈的台語「方

音符號」，而獨佔台語注音、拼音的領域。本人曾寄送伊媚兒給教育

部長請問究竟，竟由國語會來了答非所問的回答，再次行文說明本人

請問的是台語方音符號的問題，並且明告本人曾任行政院三級機關的

首長退休，本人在職期間不曾准許過同仁對人民的提問做這樣不負責

任的答覆，這次國語會才答覆說教育部現在推行台語羅馬拼音，對於

我的問題仍然是避開正面的回答。當時的教育部部長杜正勝，是民進

黨政府的臺灣人部長，都這樣見解態度，筆者識相，只好放棄對同為

臺灣人的期待而作罷。只怪自己生為臺灣人，見證了那歇後語。（杜

部長是否看過筆者的伊媚兒則至今不得而知） 

 

    靜思這次的 524事件，似乎台羅派不只要在台語拼音、注音上稱

霸，還要霸凌台灣文學的解釋權和台語文書寫的文字選擇權，不顧已

是民主時代，還要回到叢林原則，<拳頭姆大粒丌人丌>，槍桿子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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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等，古今中外的實力社會，若是筆者的了解有錯，願意撤回本人的

發言。 

 

台灣文學和台語文學涇渭分明不必再贅言。 

 

    「台灣文學」包括：在臺灣書寫的，或描述臺灣本地事物人事

的，以各種語言書寫的作品，包括以華語、日語、英語、客語、南島

語，當然台語（狹義）也包括在內的作品。 

 

    「台語文學」筆者則意指使用狹義的台語，就是以臺灣閩南語書

寫的文學作品。為什麼我需要對台語一詞講得這麼複雜呢？「台語」

是「台灣語」的簡稱，「台灣語」一詞若要從字面上或學術上來解

釋，應該包含台灣閩南語、客語、南島語以及後來參與的華語，但若

要從一般約定俗成的「狹義」的意思來解釋，則是指台灣閩南語。這

是社會一般大眾的了解通識，日治時代如此，現在的社會也是如此。

這麼一說一定會惹毛了同在島上的客家及原住民朋友，但是我絕對沒

有欺負蔑視客語及南島語的意思，只不過說一個事實而已。 

 

    我碰到客家朋友我都會問他們會不會講客家話，要他們講自己的

母語，愛惜自己的母語。不只現在如此，早就如此。我二十年前是拿

聽筒的，在那時候病人來看病帶著小孩，當筆者聽到他們母子之間用

華語對談時，我都會問他們為什麼不講母語，結果母子雙方都答不出

來，不過在第二次來求診的時候，大部份的大人都會告訴小孩，跟醫

師要講母語。這其實是社會上的自然現象而已，約定俗成而已，一般

大眾要求能安心無憂生活在現實社會上，只好這樣罷了。但是我都鼓

勵他們儘量說各自的母語，甚至來自中國的新移民的第二、三代我都

會勸他們多講父母親的母語。 

 

    話說回來，「台語」一詞，在一般社會上已約定俗成是指「台灣

閩南語」，是不爭的事實。例如當我跟病人對講時，除非對方完全聽

不懂我使用的母語，我都使用自己的母語。事實上也有少數在地的

（native）台灣人不會使用母語外，有不少新住民都會用台語跟我對

答。客家病人有十分之七都會聽、講台語，只有約十分之三的客家人

完全不會聽、講台語，這些人大都是從偏僻的客家村來看病的。我要

說的是，客家人大多會講台灣閩南語的事實，也就是說「台語」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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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社會上已約定俗成表示狹義的「台語」，這也是世界各種語言的

通則。 

 

    這麼說，也許客家朋友會不高興，「台語」應該是包括客語的

「廣義」的「台語」，不錯，廣義的「台語」是包括台灣閩南語、客

語、南島語以及華語。但是我在這裡要特別央求客家及原住民朋友，

給講台灣閩南語的朋友多些原諒、讓步和包涵，因為統派政客步步逼

迫要把「台灣閩南語」改為「閩南語」，以消滅台灣意識，達成其統

戰目標的助力，而且「福佬」一詞原來還有隱藏蔑視閩系台灣人的意

思。 講台灣閩南語的族群，其祖先來自福建南部是不爭的事實，但是

因其生活方式、文化習慣、思考方式及種族的融合，以致語言已變得

不一樣。語言的來源是閩南語沒錯，但語音、腔調、語詞都變了，是

貨真價實的台灣閩南語，不是原來的閩南語，而且島內的閩南語雖然

也有不同的語音或腔調，但這些也慢慢形成了通用腔，產生台灣特有

的語詞等， 而且這不只限於台語，也是世界各地語言的通則。 

 

    很明顯的例子就擺在眼前，現在台灣通行的所謂「台灣國語」，

制定當時是以北京地方的北方音系為基礎的口語，但是現在的「台灣

國語」跟在電視上聽到的北京人或到北京聽到的北方口音一樣嗎？連

會講漂亮的所謂「國語」的主播員所講的「國語」也不見得是貨真價

實的北方音系口音吧，關於「台灣國語」另外還有討論的論點，留在

後頭再談。 

 

    因此有關「台語」的名稱，能讓步的底限是「台灣閩南語」。 

 

    也許有人會說「福佬語」不可以麼？一般人因為不知道其原委所

以有人會接受，可是如果他們知道「福佬」一詞曾是外族稱台灣閩南

人的蔑稱時，就絕對不會接受的，這好似台灣閩南話裡稱客家人為

「客人仔」有同樣的意境，此外什麼「河洛」 、 「鶴佬」等都是無

確實根據的名稱，因此我要再懇請客家朋友幫忙把狹義的「台語」一

詞讓給「臺灣閩南語」使用，以免統派政客利用這一矛盾來分裂客閩

間共同生活經過四百年修好的感情得成 (5)。  

 

    「台語」是有文字可循的，「有音無字」說，早就成為明日黃

花，應該說是「音字脫節」，君不見四百年來的台語文獻麼？使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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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的文獻，古今都有，古有「荔鏡記－陳三五娘」，吳守禮就曾花

一生的時間給各版本做徹底的語言學上的研究而訂定台語研究的基礎

(6)，而今者不管二戰前或戰後都有不勝枚舉的文學作品，在本部落格

的文章上也有不少舉例(7)，另於 2000年有吳守禮的五百多萬字(連注

音一千萬字)三千頁的「國台對照活用辭典」（遠流出版）的出版，辭

典中的解釋除了華語部份，是全用台語所寫(8)，且每個字都有台語注

音符號的標音，收字 12,956字，華語詞收約六萬條詞 (單字詞約

13,000條，多音節詞約 47,000條)，臺語詞約六萬條詞以上 (台語詞

彙未一一條列，但是大抵每個華語詞都有一個以上的台語詞彙對照或

解說。)，這還不夠麼？這樣還要講沒有使用台語文書寫的文獻麼？何

況網路上還有無以計算的台羅派學者所蒐集的或正在撰寫的台語文書

寫文獻嗎？吳氏在文章中講得很清楚，他所做的工作其實只是台語研

究的開始而已，希望後續有人跟著做，也許後來的人看不慣漢字寫的

台語文，不屑為學，那就免講了，人各有志，不能勉強，但也有不少

後來者樂意使用漢字書寫台語文的。文人相輕也是永遠的文壇學術界

的真實像，不值得見怪。 

 

    好吧，大家看過這一大部頭辭典嗎？我知道很多人沒有看過，甚

至是台語系的畢業生，奇怪不？我知道其原因，除了有學術良知的台

語學者（我說的是台語學者，不是台語推動者）外，現在活動於檯面

上推行台語的人是絕口不提吳氏的台語研究（因而受獎第一屆總統文

化獎百合獎，2001年）(9)，也不提有這麼一部辭典的存在，只為了一

味要推行台語羅馬化為目標，為什麼？就留給各位自由想像。這不是

跟 1928年中國共產黨要拉丁化漢語如出一轍(10)嗎？中共的漢字拉丁

化運動，無法得成，暫時以簡體字收局，拉丁化漢字則以「漢字拼

音」收局，不能成為文字，只作為漢字注音之用，不過電腦時代來臨

後，做為電腦華語輸入法之一還有其功用，這與台灣的注音符號輸入

法異曲同工，微軟 office附帶的中文輸入法也有注音符號和注音符號

第二式（英文字母）兩種輸入法。 

 

    台文系或台語系或研究所的畢業生中，不知道吳守禮其人其事或

台語拼音、注音法中還有教育部公佈的「方音符號系統」，而且所獲

得學位的台語研究碩士、博士論文中，沒提吳守禮的研究結果的比比

皆是。因為吳氏的台語研究是台語學的最基本最原始研究，學術性台

語研究的開路先鋒，有關台語的學術研究理當應有吳氏的研究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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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述，這是撰述學術論文的基本常識，作者儘可以做正反兩面評論，

但不可以忽略。在寫本文中偶然看到成功大學研究生的碩士論文，使

用漢羅書寫的，看其參考書目不下 150冊、篇中竟無一篇是吳氏的著

作，當然其結論是漢羅台語文書寫在書寫台語文時的超優性，其屬性

揭然，不言可喻。 

 

    曾有署名 John的人士在網路上提過吳氏「生不逢時」#20，這事

顯示現在檯面上台語推動人士的行徑與台語學術界的偏頗，這不是學

者的風範，更不是保存母語應走的路徑，台語學術界竟淪落到這地

步，可悲矣。但本人必須作一些修正，並非台語羅馬字派人士皆如

此，也有人雖然走入台羅的不歸路，但仍保持其學術研究的良知，教

導學生在台語界前輩有吳某這個人，我不必特別指出，有心人自然會

知道。（吳守禮是筆者父親，筆者只敘述實情而已，請讀者多包涵） 

 

    漢羅台語文是表音和表意文字並用並無不可，我知道漢字也有表

音的成份但至少書寫系統要相同，如以「ㄉ」代替「的」，或以

「ㄇ」代替「嗎」等，這還情有可原，是系出同門，同一系列。用英

文字母於漢字字串中，只有四不像可言（請漢羅朋友包涵）。我沒有

看到鄰國日語文中參雜英文字母來代表或代替其日語語詞的。現代日

語中約有五分之一是外來語，都用片假名來表示，但是你要注意到，

這些片假名辭彙已經變成日語了，你用日語發音外國人絕對聽不懂，

而反過來用原來 的外語發音，日本人就聽不懂，就是已變成百分之百

的日語語詞了。且外來日語所使用的字形是由來自漢字的偏旁筆畫的

片假名和平假名，並不是英文字母呀。還有近十幾年來日文還在繼續

增加常用漢字喔。在二戰後當日本最悽慘落魄時，也有名作家推展廢

止日語，改用法語的運動，那有名的《暗夜行路》的作者志賀直哉就

是，但沒有實現，何況現在日本的日語學者為反應社會需求正著手在

做減少片假名外來語而改為漢字的工作，當然一定有人反對，社會上

沒有絕對的事情(3)。 

 

    我舉上面這些事實，不過是要讓說台語文沒有漢字書寫文獻的人

知道，除了很多人舉證之外還有這麼一本書而已，在下面姑且引用新

竹師範大學臺語所的董忠司教授關於該辭典的簡介： 

 

『《國台對照活用辭典》這本辭典至少有十二大優點：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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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貫通國臺：作者吳教授的國語和臺語造詣都非常高超。在本辭

典中，吳教授在字、詞，幾乎都附有精確說解，可以體會出作者在語

音、語義和語法上，面面貫通。  

 

• 二、收字齊全：本辭典共收 12956字，比常用漢字多出兩倍以上，

比《國音常用字彙》多了 737個字。一般語言的使用者，可以借用本

辭典來進行一般會話，也可以用來讀取文言文書籍。  

 

• 三、收詞豐富：本書的單字詞條約一萬三千個，多音節詞條約四萬

七千個，總共約有六萬條詞語，這是就標舉的詞條來估計的，字詞後

面還有詞例。詞例以外，還有一個以上的台灣閩南語詞彙。國臺語兩

方面的詞條如果詳細計算，詞條必然各在六萬個以上，也許有八九萬

個以上。  

 

• 四、注音仔細：每一個詞、每一個例句、每一個字都有注音，讀者

非常方便。不僅註出國語之音，臺語音也一一標註。所註的音，都經

過考究，不輕易注下音讀。  

 

• 五、分別文白漳泉：臺語比國語複雜，有文讀音、有白話音、有正

音、有新變音、有海口腔(泉州腔)、有內埔腔(漳州腔)、有台灣通行

腔。本辭典都一一註出，並且還羅列不同辭典的不同音讀。非常實

用。  

 

• 六、解說詳實 本辭典除了用華語來解說以外，最常見的是以台語

為辭典的解說語言。從臺語解說語言來看，這本辭典是個人所見為最

豐富的一本。書中的解說，往往勝義如錦，讀來舒暢。  

 

• 七、兼容各家：作者學問超群絕倫，但是他一點也不專斷，不論是

音讀，還是文字寫法、語義解說等等，往往陳列諸家異說，令讀者自

由選用。  

 

• 八、觸類旁通：本辭典所收詞條，除了順序詞以外，還列出逆序

詞，讀者可以多所參考。同時，又在語詞後面，或諸條詞彙之後，列

舉「類語」，讀者可以觸類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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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國台對照：本辭典是台灣難得一見的國臺雙語辭典，溝通國語

和臺語，使人左右逢源。尤其是由國語來尋求臺語說法，本書可以非

常周至的服務。  

 

• 十、加註詞性：當前國臺語辭典中，加註詞性者，並不多見，即使

有，也多有錯誤疏漏。本書在詞性的標註上，用功很深，分類合理，

對於遣詞摛文，必然大有幫助。  

 

• 十一、判斷精確：辭典貴在提供正確資訊，但是坊間不容易看到語

言判斷精準的辭典，本辭典在吳教授長年推敲之下，我們從他厚實的

學問根底中，必然會豁然瞭解語文精確判斷的重要。  

 

• 十二、檢索方便：本書採用國語注音符號為編排順序，因此檢索非

常方便，一翻便得。同時，在書後還有「注音查字表」「總筆劃查字

表」，循音找字，循形找音，循字得義，都相當方便。  

 

總之，這是一本劃時代的大辭典，我們在辭典中，看到了吳教授對台

灣那千山萬河的關愛；我們也將從這辭典，享受吳教授那波濤洶湧的

學問。是的，讀到這本辭典的人，他是幸福的。』  

 

 

名利是一時的，殊不知，一百年後，現在的檯面上人士，也成為過往

雲煙時，一切事實都會攤開來接受台語歷史研究者的公評。推行台

語，「利」恐怕不會太多吧，至多也不過是課本出版商所付予的稿費

罷了。「名」則恐怕也是一時的，到時都會受到公評。我了解並由衷

欽佩，有很多人有滿懷的台灣意識，愛台灣之情有餘，卻少了一些理

性，他們的熱情的錯誤表現卻造成反效果，反而加速消滅台語的結

果。 

 

    使用羅馬拼音法表示台語語音無可厚非，確是給台語拼音或注音

也就是推動保全瀕臨絕滅的台語之方法之一，我不但絕對無反對的意

思，還要給予絕對的支持，但不必說是更好的方法，當有不同的方法

時，不是也可以或應該一起利用它來拯救台語於瀕絕麼？明知而不

為，為什麼？ 至少可以將不同的方法，給予公開討論或試辦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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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政治強制及宗教信仰方式來獨佔執行，其路徑難免落人口實，

不是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語言政策路線一樣嗎？中國漢語拉丁化派學

者想毀滅漢字文化，要漢語拉丁化自 1928年至今已一百年，中間因無

法成功還抬出簡體字方案，第二次簡體字公佈後八年因滯礙難行，知

難而退，現時在中國不但拉丁化無法執行，連簡體字都有很多人出來

反對要回復正體字。現在資訊技術發達，各位不妨輕輕鬆鬆在網路上

隨便谷歌一下有關漢字、繁體字、正體字、簡體字以及有無純粹的漢

族 DNA(11)、漢字文化圈各國（日本、韓國、越南等）的有關漢字存廢

經緯的文獻等資訊項目，各位必定能獲得琳琅滿目的文獻報告(3)，正

反兩面都有，專家已經無法以專家的身分來哄騙一般大眾了。 

 

    有關台語羅馬拼音，大家不會不知道，為什麼小學生、中學生以

及社會一般大眾都那麼怕台語的羅馬拼音？還有羅馬字台語書寫(白話

字)。羅馬拼音有其功能，有其歷史，有其目的，更有其內部鬥爭歷史

（教羅、TLPA、台羅、通用、注音二式等，更有學生鬥老師的），我

了解，但是為什麼非用專制政治手段來強制執行不可，為什麼要把同

樣由教育部公佈的「台語方音符號」【教育部公告：「方音符號系

統」，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一月十二日（台(87)語字第八七ＯＯＯ五七

七號.】(12)，竟然要使用政治行政力量（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

來掩蓋隱藏起來，不讓一般大眾知道有這麼一個方案。那麼可怕麼？

因為這個方案太容易學了？現在都會區的小學一年級新生，在入學前

都已知曉，華語注音符號，在這個基礎上再教學幾個台語特有的字

母，就可以表達所有的台語語音，至於客家話根本就不必多加添新符

號就足夠用了，還有九年義務教育讓學生們認知幾個漢字？大家不會

不知道九年義務教育所學到的所謂「臺灣國語」是怎麼來的？不是因

為國語日報的注音漢字幫了很多忙嗎？現在不是仍有不少人利用注音

符號在電腦上鍵入華語文，來做功課寫文章麼？本人就是其中的一個

（81歲），1945年當時十五歲，從日語改學華語，等於是學外國語，

從ㄅㄆㄇㄈ一個個符號學起，因此至今日語文寫不好，華語文也寫不

好，當然台語更不用講，不久前寫日文文章，我自稱是我是「無母語

人」，日人不解，給予解釋後才恍然大悟。當然有跟我同樣情形的人

中，有日文或華文都寫得很好的人，那是少數人，有語言天才，只是

像我這樣的平常人，就要成為無母語人了。 

 

    如有注有台語注音符號的漢字，可讓學子們不但很快學好用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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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的台語文，還可以學好台語會話、朗誦，這樣就不會有母語教育

滯礙難行的問題出現，也不會讓學生及家長們們裹足不前，那麼可

怕。 

 

    台語羅馬拼音是教學台語的發音注音之一種方法，是一百年多前

傳教師來台灣傳教時的工具，而的確也發揮了其作用，不只台語還有

台灣原住民的南島語言，還有亞洲許許多多小數民族的語言，都有羅

馬拼音的貢獻。當時的台灣島民識字的不多，教羅馬拼音讀聖經講

道，的確有其功用，之後語言學發達，有正確表達各種人類語音的萬

國音標出現，但其複雜程度不是一般民眾人人可以學習的，而也絕不

是單單 26個字母就可以表達各種語言的語音的 （台音則 18個），26

個字母的個個字母表達的語音，因語言的不同而不同，同一個字母可

能表達幾種或十幾種語音，因此才有後來寬式和窄式萬國音標的分別

出現，即使是寬式的萬國音標仍然是很難學的。君不見美國兒童讀本

的美語注音多不用 KK音標或萬國音標而使用具代表性的常用詞來表示

發音嗎？為什麼？因為不管用什麼符號都只是符號而已，還要教那符

號在什麼語言是代表什麼發音，而要以 26個羅馬字就要表示世界上所

有語言的發音的說法就錯了。真正能最正確表達各種語言的語音也只

有萬國音標，不過這是語言學家的工具，不是一般人所樂用的。 

 

    再回看當時傳教師利用教會羅馬拼音傳教，也整理台語和南島語

言，但後來還不是有漢字聖經甚至台語漢字聖經的出現，而教徒一般

都捨棄羅馬字聖經較喜歡使用漢字聖經是一個事實。不信，你不表明

身分問一問七、八十歲的長老教牧師或長老們，他們一定會埋怨六、

七十歲以下的教徒都不願讀或不會讀羅馬字聖經的故事，不過當他們

知道你的身分時，會警覺地馬上改口或走開，之後會避免跟你接觸。

我並不是說羅馬拼音不好或無用，羅馬拼音台語的確在那教育或甚至

識字不普遍的時代對於台語的保存或研究曾有過莫大的功勞，但在現

代教育普及不但沒有人不識字（漢字）的現代，受過九年義務教育的

人所認識的漢字不下兩千字時，我們何不用更方便輕鬆的方法來拯救

自己的母語，何況現代人為了求生活於現代社會，要學的事情、事物

一籮筐之時，哪有時間感情用事，捷徑不走繞道來學母語。先求活路

才能有能力來救故鄉、母語。當你身先死時，故鄉已不見了，母語也

已絕滅，而以能講、寫流利外語為榮的同胞闊步走在故鄉的土壤上，

蔑視你的母語文學，不管使用什麼方法書寫，以講母語為恥而傲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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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 

 

    現在我們所使用的台語都有文字（漢字）可充分表達，尤其是現

代事物，都有文字語詞可循，即使留存下來的一般用詞或許是早期土

語或外來語，所謂音字脫節情況或許有之，但不多，這些可以造字以

補之，而且屬於一般生活用語的常用詞並不多，不會超過 20個字，次

常用字也不會超過三百個字，更可笑的是，現在可用的字卻要以電腦

上有的「大五碼」的 13,053（有一說是 13,060）個字為依據，大家知

道這 13,053個字是怎麼來的嗎？我查來查去問了不少人，沒有人知道

這 13,053字是依據什麼選出來的，不過是三十年前（1983年）的事

情，竟然沒有一個人講得出來，總而言之當時有幾個單位廠商，糊離

糊塗開會，很可能是五個單位吧，所以叫做大五碼（Big-5）(13)，雖

然政府沒有明定出來的（有訂出來但沒有人要用），但是資訊技術進

步之快不容許你慢吞吞的作為，不知不覺中習慣成自然，約定俗成，

大五碼就成為繁體字的內碼基準，所以裡面含有很多（幾千個）一輩

子或幾十輩子也用不到的漢字，反過來也找不到不少常用字，至於近

年出來的萬國碼(Unicode-8) (14)則有較多的漢字，但仍有缺字，而

上述「方音符號系統」則有之(15)。至於台語所需的缺字則隨然稍為

多一些，但也漸漸在減少中，這並不是台語的罪而是二、三十年前大

五碼成型時犯的錯誤，而有幾百年歷史的台語竟然因為在大五碼中或

萬國碼中找不到漢字而須改變其本來或應有的形態，自稱資訊大國或

有悠久文化歷史的臺灣，想起來又可笑又可悲。連來歷都不明的大五

碼這麼可靠可作為台語的太上皇嗎？這麼偉大麼？其實只要教育部肯

花區區幾十萬台幣造出這 20來個字以及數百個次常用字，放在網路上

讓全國電腦使用者使用就可以解決的事而不做，反而一次次開會又開

會，來決定要使用哪一個大五碼中有的字形來代替台語用語中的字

形，叫做「訓讀」、「借用」，說是「削足適履」也實在可笑。看看

香港政府為了適應粵語用字，十多年前就在大五碼之外造了「香港增

補字符集」，內收有四、五千字符，以便粵語使用，台灣的資訊界和

政府怎麼了，資訊技術我外行，不能講外行話，請資訊界說說話呀。 

 

    在國語會，台羅派鬥跨了同為羅馬字同志的 TLPA、教羅、通用

派、注音符號第二式後，不甘於只當作注音，竟想取代漢字為台語文

字，說是<白話字>，是否因為台語學者對於漢字的台語用字意見相左

所致，則不得而知。為故鄉、為母語連這一點點兒相忍讓、都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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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還談什麼愛臺灣、愛故鄉。 

 

    我曾說過，大家所熟習的中國的所謂七十二烈士，如果當時沒有

死而活下來，會在有生之年一直是烈士麼？最近社會上發生的種種事

實，證明了應該會名列烈士的竟然變成？士的故事太多了，大家不妨

想想看。 

 

    至於教育部所頒佈的有關國語的注音符號 (16)，我也有所感觸，

有話要講。在前面我說過，台灣國語已經不是教育部所定義的國語發

音了（請查教育部的國語定義，恐怕連教育部的官員都不知道

吧？），應該說是藍青官話較妥當，其實是人造語，北方音系的捲舌

音（翹舌音）沒了，既然如此何不乾脆把國語注音符號中的捲舌音符

號廢掉，這樣小學生不是也可以少學習四個捲舌音符號（ㄓㄔㄕㄖ）

嗎？漢字的國語注音也要改啊。 

 

    有關台灣文學的定義，是如上述應包括在台灣以台語、客語、南

島語、華語、日語或任何語言所書寫的描述台灣的社會形態的文學無

誤。可是筆者最近跟一位日本研究台灣俳句的教授（磯田一雄）對談

時，碰到了類似卻相反的難題。原來日本「俳句」傳到世界各國成為

「世界俳句」時，在中國也應運產生「漢俳」而變成時尚，當溫家寶

也公開吟詠後，在中國成為老少男女都歡迎的短詩。但是，「漢俳」

的內容量太多，翻譯成「日俳」時變成日本的「短歌」而不是「俳

句」，於是台灣日語俳句界的泰斗黃靈芝氏吟詠漢字七到十二字的漢

字俳句而稱為「灣俳」以與十七個漢字的「漢俳」做區別。

(17)(18)(19)。 

 

    「灣俳」照習慣應該是「台灣俳句」的簡稱，在沒認真考慮下筆

者於 2010年 1月在「台灣文學評論」季刊發表《台灣俳句之旅》一文

中使用「灣俳」一詞以與「漢俳」做區別，之後今年年初在日本世界

俳句協會的年刊，關於世界俳句發表了較詳盡的世界俳句的定義一文

《漢語俳句和世界俳句》，在文中筆者將漢語俳句在依漢語的不同分

支分為「灣俳」、「客俳」、「粵俳」、「華俳」等等，可是磯田氏

卻不贊同，說是黃氏認為漢語俳句若符合日俳的定義而內容量相同而

在台灣吟詠時，應都稱為「灣俳」，不是以語言而分，是以內容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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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詳讀黃氏的灣俳確是如此，有華語的，有台語的，但是問題就來

了，客家人士以客語吟詠短詩或俳句卻自稱「客俳」，不認為是「灣

俳」，不過這還不打緊，只不過是前面所論述的「台灣文學」與「台

語文學」之差而已，一個是以區域來定義，一個是以所用語言來定

義，較容易理解，不過讓我傷心的是磯田教授在之後所講的見解和實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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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給我看那年輕博士

的句子裡的用詞，有時候是台語，有時候是華語，明明有專用的台

語，可能因她不知道，卻用華語詞，或者不知不覺中用華語詞，有時

候還參用日語。充分反應出現在年輕台灣人語言的實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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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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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母語卻正

在消滅。最後磯田教授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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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如何，我還是要以我的定義來定義「灣俳」。在三個月後，

我要在東京舉行的「第六屆世界俳句協會大會 2011及第二屆東京詩歌

大會」上，向來自世界各國的俳人詩人們，以我的母語朗誦我的「灣

俳」，而也附帶朗誦翻譯成日語、華語、英語的「灣俳」，在這個世

界大會上，從國外邀請來的俳人都要以自己的母語吟詠俳句，今年因

大地震、大海嘯和福島核電廠的事故，參與的國外俳人較少，但仍有

十六國的俳人從國外來參加。 

 

    我傷心的是，在外國人的眼裡台語變成一種混雜語，其實台語有

其純真的音樂性，什麼時候，什麼原因，什麼人竟然使台語失去其純

真性，在我的記憶裡，外國人稱讚台語聽起來就是音樂。台灣人呀，

台灣人，台灣語言學者、台灣文學的創作者不要再自相殘殺，請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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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不要被人稱為「台巴子」，古時的文人相輕就是現今的學者相

忌，名利是短暫的，當你往生時，跟著你走，什麼虎死留皮，人死留

名，都是唬人的，即使萬古流芳，那個芳你也聞不到，跟現在的你一

點點兒也扯不上關係，不要再鷸蚌相爭而讓漁翁得利，六年前我呼籲

過，現在重複一遍，我也已經沒有呼籲第三次的餘命了。 

 

    總括一句，「台灣文學」可以使用不同的語言來敘述，狹義的

「台語文學」是使用台灣閩南語書寫的文學作品，請同在這個島上的

客家朋友多包涵，留一條活路給台閩系人，但以廣義的定義，「台

語」仍包括在台灣島上所使用的所有語言。「台語」的書寫法、注音

法、拼音法應由個人自取所好，不要使用專制、強硬的政治手段來強

迫大眾，既然萬古流芳跟你扯不上關係，那麼遺臭萬年也輪不到你，

但是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人有良知、理性、憫人之心，祝大家過無

悔的一生吧，當你年老的時候你就會有所感觸。 

 

   筆者於 1993年退休後才有時間來學習母語。於 2005年嘗試將七篇

日語短篇名著翻譯成台語和華語，是以漢字翻譯的，翻譯的好壞是另

一回事，誰說台語不能以漢字來書寫，並且還可以加注台語注音符

號，不加注也可以，我把三種版本都放在網路上，如下記。 

 

    （最後筆者必須表明，我不得不用華語來書寫本文的無奈和悲

哀，只是為了能夠讓多些人願意而能看得懂本文，誰造成這樣的結

果？大家一起來思考，一起來努力吧，台語學者、台灣文學創作者，

不管您認為你是台灣人或是中國人，台灣是您的故鄉，您不認為

嗎？） 

 

漢字台語文： 

 

1. 蜘蛛網：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kumonoito-

T.htm  

（注音版）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kumonoito-T-

0.htm  

 

2. 柑仔：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mikan-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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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音版)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mikan-T-0.htm 

 

3. 鼻仔：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hana-T.htm 

 

（注音版）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hana-T-0.htm 

 

4. 批：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tegami-T.htm 

 

（注音版）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tegami-T-0.htm 

 

5. 竹林內：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yabunonaka-

T.htm 

 

（注音版）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yabunonaka-T-

0.htm 

 

6. 高瀨船：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takasebune-

T.htm 

 

（注音版）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takasebune-T-

0.htm 

 

7. 清兵衛與葫蘆：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seibei-

T.htm 

 

（注音版）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seibei-T-0.htm 

 

註： 

 

(1)# 楊秀芳：《敬悼吳守禮教授》 

 

http://olddoc.tmu.edu.tw/chiaushin/yang-shiufang-2.htm    

 

 # 洪維仁：《吳守禮教授在閩南語文獻學上的貢獻》 

 

279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mikan-T-0.htm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mikan-T-0.htm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hana-T.htm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hana-T.htm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hana-T-0.htm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hana-T-0.htm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tegami-T.htm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tegami-T.htm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tegami-T-0.htm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tegami-T-0.htm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yabunonaka-T.htm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yabunonaka-T.htm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yabunonaka-T.htm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yabunonaka-T.htm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yabunonaka-T-0.htm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yabunonaka-T-0.htm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yabunonaka-T-0.htm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yabunonaka-T-0.htm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takasebune-T.htm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takasebune-T.htm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takasebune-T.htm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takasebune-T.htm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takasebune-T-0.htm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takasebune-T-0.htm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takasebune-T-0.htm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takasebune-T-0.htm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seibei-T.htm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seibei-T.htm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seibei-T.htm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seibei-T.htm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seibei-T-0.htm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seibei-T-0.htm
http://olddoc.tmu.edu.tw/chiaushin/yang-shiufang-2.htm
http://olddoc.tmu.edu.tw/chiaushin/yang-shiufang-2.htm


http://olddoc.tmu.edu.tw/chiaushin/ang-3.htm 

 

# 傅月庵：《向守禮仙致敬》 

 

http://olddoc.tmu.edu.tw/chiaushin/fuiuean.htm  

 

(2) 維基百科：《王育德》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8%82%B2%E5%BE%B7   

(3) 維基百科：《陳智雄》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9%B3%E6%99%BA%E9%9B%84 

 

(4) 吳昭新：《再談母語（台灣閩南語）教學的亂象－鷸蚌相爭》 

 

http://chiaungo.blogspot.tw/2007/05/blog-post_20.html  

(5) 吳守禮：《一百年來的閩南系臺灣話研究回顧》 

 

http://olddoc.tmu.edu.tw/chiaushin/shiuleh-11.htm  

(6) 楊秀芳：《吳守禮教授與台灣大學》  

 

http://olddoc.tmu.edu.tw/chiaushin/yang-shiufang.htm 

 

(7) 何定照：聯合報《陳芳明批：蔣為文窄化台灣文化》 

 

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S1/6360168.shtml 

 

(8) 吳守禮：國台對照活用辭典－凡例  

 

http://olddoc.tmu.edu.tw/chiaushin/dic-2.htm 

 

(9) 中華文化總會：第一屆總統文化獎百合獎得主-吳守禮 教授 

 

http://www.ncatw.org.tw/pub/LIT_15.asp?ctyp=LITERATURE&pca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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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董忠司：http://olddoc.tmu.edu.tw/chiaushin/duong-1.htm  

 

(11-1)維基百科：《漢字復活》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C%A2%E5%AD%97%E5%BE%A9%E6%

B4%BB  

 

(11-2)維基百科：《漢字拉丁化》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1%89%E8%AF%AD%E6%8B%89%E4%B

8%81%E5%8C%96 

 

(11) 明報：《中國科學家發現：純種漢族人已不存在》 

 

http://www.hkfront.org/20070213.htm 

 

(12) 教育部公告：「方音符號系統」，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一月十二日

（台(87)語字第八七ＯＯＯ五七七

號. http://depart.moe.edu.tw/ED2400/News_Content.aspx?n=115F10

82F1FB6842&sms=EFB4F5BEE71F2ECF&s=7999ED5540060D14  

(13) 大五碼－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4%BA%94%E7%A2%BC 

 

(14) 維基百科：萬國碼(Unicode) 

 

http://zh.wikipedia.org/wiki/Unicode 

 

(15) Unicode organization:《方音符號系統》 

 

http://www.unicode.org/charts/PDF/U31A0.pdf 

 

(16) 維基百科：《注音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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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A8%E9%9F%B3%E7%AC%A6%E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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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吳昭新：《吟詠俳句－現代俳句的蛻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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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吳昭新：《漢語/漢字俳句》－漢俳、灣俳、粵俳。《世界俳

句》第 7號 2011，世界俳句協會編，東京，日本。pp.98~104（華

文），pp.101~113（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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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吳昭新：《「俳句」並不是只有日語才可以吟詠》 

 

http://olddoc.tmu.edu.tw/chiaungo/essay/wha-2011.htm    

(20) 筆者註：John先生在《inosen兮台華語有聲 BLOG》上《March 

24, 2007 （台）新冊介紹：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一文上之留言全文

如下: 

 

http://blog.yam.com/inosen/article/9007920  

 

『4. john 於 2007-04-15 19:32:02 留言 由您的文章和台語網站的連

結，我看不出您是擁護羅馬字派或漢字派的？從連結猜似乎是羅馬字

派？但是由文章看來您又願意使用漢字？不管如何我是想關於上面的

留言“兮”字，提供簡單的參考，也許您已經看過了，那這是多餘

的，因為我不敢確定所以還是提出來，請多包涵。請參考台語正字

（吳守禮）的第 36頁，有簡單的解釋“丌”。吳先生生不逢時現在的

台語學者尤其是“過鹼水丌”大都不願意提到他。政治掛帥會是母語

滅亡的先兆？』 

 

                                （2011/06/22； 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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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靈芝主宰的俳句觀》 
           （台灣俳句史補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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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提出俳句予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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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主宰的黃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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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一讀年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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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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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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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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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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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悼黄霊芝師仙逝   
                                                （吳昭新 謹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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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歲才入俳句會，從 2008 年年

末算起才不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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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了很多其寶貴

大作，更認知其關於詩學、小說及，藝術的造詣之深。本來只因為稍知日語而獲邀

加入俳句會，但是本來就有涉入一種事物後就非盡全力去探討個究竟不可的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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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細微深淺都找來研

讀，再者資深會員的陳錫恭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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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回不下二十多次而學得了有關俳句的一切(本

質和社會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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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本質和世界上以及日本本國內的一切狀況，比起一般學

習俳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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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學插花等手藝來吟詠的

人(大眾化)，而後者占多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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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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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認為是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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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邊吟詠俳句邊想到有關俳句的本質和真髓。也因此，而再三重讀寺田寅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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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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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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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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五七五定型也沒有成為季語的幅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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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有可能絕大部分的會員沒有去想過有關俳句的真髓、本質的問題。 

    我心頭的一個石頭終於掉下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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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本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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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詠俳句的人有不少人都在尋求俳句的真髓跟本質，而由衷感到

日本人應該更加珍惜已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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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勉強去碰觸俳句的真髓境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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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弔句及短歌:  

# 師已逝 草山山上 月朦朧 (華語俳句) 

# 靈芝師 春雨綿綿 轉去了 (台語俳句) 

# 以自信 邁步過往 此一生 

                  笑面滿滿 靈芝師逝 (漢語短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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