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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於 2013 年 11 月數位出版日語版 ＜オーボー真悟の短詩集第

一集＞ 後已經過快五年了. 在其間除了在 face book、幾個自己的部

落格和 face book 上的 4~5個日本的俳句或詩歌或文學社團和 Union 

of the world poet 的幾個世界各地分社的社團上當管理員同時也貼

上自己的俳句, 短歌和短詩作品外也發表有關俳句的隨筆. 因此能與

日本的詩友們和各方面的朋友相識相勉外, 已出版了上述詩集的第二

集外, 也同樣出版了數位版 <吳昭新漢語俳句短歌短詩集> 的第一集

和匯集本人所主持的俳句短歌社社友所吟詠的俳句短歌的 <台灣漢語

俳句短歌集> 第一, 二集兩本.  

此間除了本人發生沒有預料的疾病住院, 而也幸運在急診時遇到

熟練的醫師而獲救, 老妻也患上嚴重的慢性病, 其實兩人都已長期患

有所有所謂的老人病, 真的, 如果不是幸運早就一命嗚呼掉, 見閻王

去了, 因為現世上常見到沒有是非的事情, 所以搞不好, 即使沒有做

過甚麼壞事也有可能見到閻王. 因上述種種理由, 雖然遲了一些, 也

終於能出版本漢語俳句短歌第二集, 如果不是現代醫學的進步, 這

幾本書也不會跟各位見面.  

同樣地, 如果子規晚生一百年而能趕上醫學的進步, 也不會是那

麼短暫的一生, 而會給俳句更多更不一樣的改革, 則現今的俳句界也

必然大不相同. 這麼說, 醫藥的進步也會影響文學藝術甚至整個兒文

化的局面.  



因為本人沒整理各種物件的習慣, 這一本的內容雖盡量蒐集不在

第一集刊登的內容, 免不了有些與第一集重複的, 但應該不會太多, 

至於隨筆也是如其名稱, 隨時心血來潮時想到甚麼就隨時寫甚麼, 就

是, 不是系統性的產物, 也就會有內容重複的敘述的情形, 終究不是

專業的作家, 敬請諒解.  

再者, 幸好是外國人, 沒有日本本國人的忌諱, 可以由另外不同

的角度切入欣賞批評日本文化特產的俳句, 沒有想到對本人的拙作也

有外國學者, 由非本人的角度作鑑賞批評, 正反映俳句是作者與讀者

不一定有同樣的詩情的特徵,也正好證明, 說俳句是詠者與讀者的共

同創作而具有別於其他詩作的特徵. 再者, 更要注意翻譯俳句時, 一

定要忠實於原句, 不可錦上添花或畫蛇添足, 即使是傑作翻譯, 其實

變成翻譯者的傑出再創作而不是翻譯.  

                       （吳昭新）2018-8-22誌    

1) Dean Anthony Brink: Poetry Blogs and the Posthuman in 

Postcolonial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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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human_in_Postcolonial_Taiwan  

2) Dean Anthony Brink: Japanese Poetry and its Publics : 

From Colonial Taiwan to Fukushima. London: Routledge, 

2018 (published October 3,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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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俳句和傳統俳句與大眾取向主義-(populism)> 

             (Chiau-Shin NGO; 吳昭新; 瞈望) 

                                                                                         

    自從黃靈芝老師去世已經過了三年, 臉書如今一直在求新, 所以

每年都將前幾年發表的舊貼文, 重現貼出來給大家懷舊, 當我重見讀

這些舊作時, 不免當時的情景浮現, 甚覺人情的薄弱和可憐. 黃靈芝

師的弟子們對於可以說是黃師一生中的最重要的最後一個遺言（我不

知道他們是否讀了）, 連一絲兒反應都沒有. 黃老師將自己一生中最

渴望的尋求俳句的真髓本質的心願隱藏起來, 而為門徒們做起市井上

很平凡的一個普普通通俳句結社的主宰工作, 而當老師瀕臨仙逝前吐

露出真情時, 弟子們卻一點兒感受都不曾有. 即便至現在, 也只是為

了他們的方便而繼續維持結社的原貌, 毫無遵行老師的最終願望的跡

象, 如此想隨隨便便麻麻糊糊就將具俳句天才而為弟子們犧牲自我的

天資的老師, 以一個平凡的結社主宰就結束掉. 誠如我曾經說過: 俳

句結社不過是一個從日本回台灣的台灣人的日語復習場所和一個在台

日本人的聚會俱樂部. 戰後台灣唯一的日語俳句社, 也不過也是跟日

本國內一樣的所謂的平凡的市井型俳句結社(菜市仔俳句結社)而已, 

真的是可惜又可憐極了. 

    仔細想一想, 問題的開始在於日本的俳人們沒有把<俳句> (HAIKU) 

的定義搞清楚所引起的. 在自己日本國內弄不清楚倒是無所謂, 一旦

搬到國外就更行不通了. 雖然有很多日本俳人知道所謂的 <傳統俳句

>是俳句的一個派別而不是全部 , 只是因為畏懼大眾取向主義

(populism) 的影響而不敢大大方方地講出來, 就不得不嘆息了. 



     所謂的傳統俳句, 是否真的是傳統是另外一回事外, 所謂的傳

統俳句確實是日本特有, 而且是日本才有的俳句的一個派別, 這是由

來於日本特有的季節, 思維和生活習慣的產物, 是由子規的兩大弟子

之一，虛子所創言的, 又受到眾多日本人的喜愛, 而是日本大眾取向

主義所造成的俳句的一種形式. 然而,它並不是俳句的唯一形式, 而

是俳句的許多派別之一. 那些將它錯認為那就是俳句的唯一形式的人

們, 正在把自己的錯誤的想法推向全國, 不, 全世界. 日本的大眾取

向主義把世界上對俳句的認知, 推向困饒眾人的環境之地. 動不動就

把傳統俳句的三束縛拿出來炫耀. 對日本的歷史習俗不了解的外國人

來說, 這是毫無道理的. 況且更有些自己不認知俳句的本質卻自己以

為很聰明的日本人, 若有其事似的加以說明解釋並推崇, 而給予指導, 

結果更使事情複雜困饒, 而真正了解俳句的真髓本質的日本人, 反而

被大眾取向主義所逼迫到壁角而陷入窘境, 或是為生活(有不少俳句

主宰是依靠做主宰討生活), 或惟恐危及他人生計, 閉口不談或視而

不見, 我行我素, 不敢說話. 但事實上, 也有很多俳人並沒有理睬這

些束縛而吟詠自己的俳句.  

     然而, 黃靈芝師是不同的, 他是台南一個排行第一第二的大資

產家的么兒, 同時也有一個軼事是說, 他在二戰後從將要被遣返回日

本本土的日本人買了一大貨車的書籍, 所以他不會因討生活而做市井

上的平凡的俳句主宰, 反而因專心研讀這些文學書籍, 加上他本身與

生俱來的文藝天賦, 在文藝上的造詣跟其日文一樣是不可衡量且超過

日本人的, 事實經過是, 他因長期患病, 而在上學期間受到大姐 (社

會學教授夫人) 的照顧, 之後他也就承襲了這個姐姐, 生前所照顧的



俳句結社, 那是一個市井上的一般俳句會, 他是以一個俳句天才的聰

穎, 來擔任市井上一個一般俳句結社的主宰的。 

    他在等於他的遺言的一文中的開頭中說:  <就從我這些作品中大

家可以看出, 我是不一定臣服而順從於 575定型, 也沒有被季語所綁

票>, 並且最後以:  <我還要加一句話, 五七五並不是定義. 而且同

屬於文藝界的世界的小說的領域裡, 不是被固定的形式所綁住, 反而

是一作一作風才是有作為嗎? > 作為終結. 他並沒有拘泥於所謂的傳

統俳句的束縛, 而心醉於探求更廣義的俳句的奧義精髓.  

    我並不是要求這個俳句結社要停止吟詠所謂的 <傳統俳句>，而是

希望 <傳統俳句> 仍然以其傳統俳句的應有的形式, 繼續維持存在下

去, 並且繼續堅守虛子所主張的花鳥諷詠, 客觀寫生以及其所規定的

三種束縛以發揮日本人特有的俳句形態. 但也期望除了所謂的 <傳統

俳句> 也要同時讓其他形式的俳句, 即廣義的俳句同時存在, 以期讓

黃靈芝師的心願祈望能繼續留存下來, 他留下來的這個俳句結社, 若

淪落成為市井上的一般結社, 而不是繼續探求俳句的真正本質與其精

髓的俳句結社, 以慰黃師在天之靈的話, 對於他犧牲其一輩子來維護

這個俳句結社的作為, 他的弟子是否應該這樣來報答他? 

     再說，另一方面有關傳統俳句的三束縛和 <季節重疊>,  <無季

>,  <破調> 等等傳統俳句的多種細節也希望各位, 細讀且詳讀傳統

俳句的 <聖經> 如：子規的<俳句大要>、<俳人蕪村＞, 虛子的<俳句

讀本>、<俳句的詠誦>、<俳句的做法>、 <俳句之道>等書本就會知道並

不像一般所嘮叨, 想像那麼嚴重的事情. 



     並且大家要知道, 俳句並無好壞, 其鑑賞也因人而異, 例如: 

看來子規是尊重蕪村而輕芭蕉的, 但虛子則反而較尊重芭蕉, 另外如

怎樣來解釋桑原武夫教授的 <俳句第二藝術論> 所說的, 很難區別專

家和一般人所吟詠的俳句的問題, 以及如今泉恂之介的 <子規埋葬了

些甚麼—空白的俳句史一百年> 中所言, 子規漏掉了<一茶> 以後一

百年的俳句作品等等, 都只好歸咎於子規的短命所致, 如果子規能夠

活到 80歲到 90歲時, 現在的俳句界情況應該大不相同。 

    起源於日本, 現在漸變成世界潮流或時尚的俳句是日本人和日本

文化的驕傲. 傳統俳句是虛子所發現的適合日本人特有的文化, 又是

俳句的一分支或派別, 就是整體俳句的一部份並不是全部, 而俳句本

身的源頭是日本短歌, 而比所謂的傳統俳句其所包括的範圍更廣且深, 

各位要好好兒給珍惜. 

    大家所熟知的小林一茶為首, 河東碧梧桐、荻原井泉水、種田山頭

火、尾崎放哉、中塚一碧楼、石田波郷、吉岡禅寺洞、加藤楸邨、日野

草城、嶋田青峰、東京三、山口誓子、鈴木六林男、金子兜太、芝不器

男、高柳重信、秋元不二夫、井上井月等非伝統派的俳人, 還有長谷川

櫂、夏石番矢、今泉恂之介、木村聡雄、橋本直、五島高資、高山れお

な、攝津幸彥、四ツ谷龍、筑紫磐井、大森理惠等以及在大學專攻俳句

學的大森健司等年輕的非傳統派的俳人應該也都是俳人吧, 尤其屬於

人間探究派或難解俳句等作者也都是俳人吧, 俳句絕不侷限於所謂的

傳統俳句而已. 

    那就一邊吟詠俳句一邊想到俳句的本質或真髄等等, 而也要來回

讀看幾遍寺田寅彥、折口信夫、正岡子規、高濱虛子、大須賀乙字、金



子兜太、長谷川櫂、夏石番矢、今泉恂之介、彌榮浩樹等人的詩論、俳

論, 再來也要隨時瞄一瞄網路上的年輕世代的作品以及年輕評論家的

俳句評論、論壇上的思考內容方向. 還有, 現代俳句協會所編輯的＜

日英對譯 21 世紀俳句の時空＞一書, 將子規之後至 2000 年的俳句的

變遷發展做簡單扼要的介紹, 是值得一讀的好書. 不過常見到只知道

日本俳句的外表的人對他人, 尤其是外國人, 的作品品評說不知所云, 

其實他們中間有幾個人能夠瞭解這一本書裡的一半俳句的意思, 我覺

得很懷疑. 我也很擔心, 這些人常好像代表日本人似的在品評教導外

國人的作品的情況會給日本俳句帶來甚麼樣的後果? 如果各位能夠對

我的上述感想仔細分析思慮, 如此就自然而然地, 也會注意而思慮到

一般以及網路上的俳句會或結社的作為. 

                            （2018-7-1夜 脫稿; 8-10修訂） 

1) 季語とキーワー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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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俳句”の二つの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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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悼黃靈芝師仙逝：https://chiaungo.blogspot.com/2016/04/blog-

post.html  

4)黃靈芝主宰的俳句觀：

https://chiaungo.blogspot.com/2016/04/blog-post_13.html  

 

http://oobooshingo.blogspot.com/2018/02/15.html
http://oobooshingo.blogspot.com/2018/01/14.html
https://chiaungo.blogspot.com/2016/04/blog-post.html
https://chiaungo.blogspot.com/2016/04/blog-post.html
https://chiaungo.blogspot.com/2016/04/blog-post_13.html


        <吟詠漢語俳句及短歌的要訣> 

                    (2018-8-20 修訂) 

     

    俳句一百年來已成為世界之文學， 世界各國語言的詩集或網站以及

詩作中以 <HAIKU> 或 <俳句> 為主題的也不少,但窺看其內容是否真正

為俳句則不無疑問, 尤其跟我們常用的華語有關的有以 <漢俳> 和 <截

句> 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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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不能歸類於 <俳句>, 宜歸類於 <漢語短歌> 或 <漢語短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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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相對的華語-, 台

語-, 客語-短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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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及副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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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論華語，台語，客語都以 10個漢

字較適宜. 這樣一句漢語俳句的內容量(資訊量)才會跟日語俳句的內容

量相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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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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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只模仿日語俳句的外貌而忽略了俳句的

最重要本質的最短,也就是最少的資訊量這一基本本質.因此詳細分析日

語俳句的華語俳句時, 你就會發現主要詞句多出 3~4個, 就是為了湊足

575 不得不畫蛇添足或錦上添花, 這些多出來的詞句是原句所沒有的, 



最重要的是翻譯的結果變成翻譯者讀原句的感受, 俳句的詩情本來吟詠

者和讀者(鑑賞者)因其人生經驗的不同而不一定相同或可以說是不同,

甚至有些人說俳句吟詠者與鑑賞者的共同作品, 所以翻譯成 575 時變成

讀者的再創作而不是原句的翻譯.這一點是俳句與世界上其形式的詩的

最大的不同點, 也是其特殊的地方. 以本人的經驗, 漢語俳句的主要詞

句以 5個為最適當, 超過 6個就很不容易吟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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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已時可增加或減少一兩個字亦可，只要不詰屈聱牙就好,甚

至自由律也可以. 可是詩既然是韻文, 已經沒押韻了, 雖然說有內在律, 

還是有些顯性的節奏(343)音樂性較好, 自由律就留在你已徹底了解俳

句的真髓時, 再來創作也不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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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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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不是絕對不可以,

最好還是吟詠<瞬間感動> 較好. 

2。 要吟詠抒情詩時, 就以 <短歌> 吟詠較宜 (如:相戀歌)。<俳句> 的

母體, 本來就是 <短歌> (宮廷內的戀歌)的前半段 (575 77)的 (575), 

所以要吟詠抒情詩時, 還是以 <短歌> 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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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吟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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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之下好像是簡單描寫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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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是

知識分子的代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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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主牌的高而長的紅色桌子,不必我贅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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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基語>, 三個字代表可以寫幾

萬個字的一篇文章, 這樣一句俳句短短十個字呈示,二二八有多少台灣

菁英知識階級份子被屠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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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節的變換,甚至平時見

面的打招呼詞句就是與季節有關,等於台灣人招呼詞句 <食飽未>, 其他

各國人也可以以各國特殊的歷史文化記憶的詞句 <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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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紀, 各階段, 各職業都可吟詠,也就是

說從小學一年級到大學教授,大科學家, 哲學家, 思想家, 宗教家都可

以吟詠,因此內容多端萬般,深淺不一,尤其每一個人的人生經驗不同,對

萬事的了解也不同, 也就對同一句俳句的了解解釋也各不相同,甚至不

能瞭解者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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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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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仿效日語俳句(575)與日語短歌

(57577)的因緣而來.  

(2018-8-20 修訂) 



      ＜季語＞與＜基語-keyword＞ 
                        (Chiau-Shin Ngo; 吳昭新；瞈望)  

    各位日本的俳人們, 為了日本為源流的俳句在世界上的發展, 請

睜開眼睛多了解俳句的本質真髓. 

    俳句並不是大家如信仰般所想那麼狹窄的東西或事物. 俳句是文

學的一種, 而且是世界性的. 不是只有所謂的 <傳統俳句> 才是俳

句, <傳統俳句> 確是俳句之一, 但並不是俳句的全部, 只是其中的

一部分而已. 很可惜的是創造 <俳句> 這一詞的子規太過於短命. 如

果子規稍微長壽一些, 以他的智力和魄力對俳句的改革就會停住在那

裏嗎? 不應該是這樣吧,想把子規的遺志繼續執行或繼續執行的人的

努力為什麼沒有受到一般大眾的重視反而受到輕視,外國人的我是無

法了解的. 

    一切事物都會有變遷, 改革和進步, 俳句也不會是例外,芭蕉所

說的 <不易流行>, 俳句的精神真髓也不會變, 但是俳句是會隨著時

間的流逝而改變, 這就是流行. 雖然說是守護傳統, 如眾所知子規是

尋求改革俳句而給俳句做了改革, 而同樣地, 芭蕉, 蕪村, 一茶也都

給俳句做了改革. 同樣是 575韻律但內容性質不同, 改革進步是會永

遠持續的.     

請大家看看一般大眾的俳句作品, 雖然說是要維護傳統,語言也從

文語變成口語, 假名的用法也變了, 漢字的形狀也變了, 同時也出現

了叫做常用漢字的使用限制, 不合新時代的古季語也被捨棄了, 而由

繼續不斷出來的, 適應新時代的季語所取代. 說是 <花鳥諷詠> 有些

結社也允許吟詠人事, 而雖說是客觀寫生, 看來都以主觀作句為主 



(其實歸根究底來說, 詩本身就是主觀的). 例如網路上的 <俳句のサ

ロン>為例, 上面刊載的是蒐集眾多結社的俳句集上的句子, 以季語

別刊載的. 在裡面選出一個季語為例來看看, 例如: 以 <汗> 的一項

來看, 從 1996~2016間的 1143句裡面絕大部分是主觀性的句子, 尤

其是傳統俳句結社的代表性人物的句子就是主觀性的句子,這是很自

然而一點兒也沒有錯, 但是當這些人說明而講起俳句時, 首先脫口而

出的第一句話就是 <季語>, <花鳥諷詠>, <客觀寫生>. 這些句子攤

開來的事實, 在日本國內, 因為不知不覺中已變成習慣而不成為問

題, 可是對外國人來說會迷糊了. 說清楚了, 就是說的跟做的不一

樣, 這樣就無法讓外國人信服. 坦白說對我這個對於俳句還不太了解

的人來說, 沒有季感的季語太多了, 就是即使有季語但無季感的句子

太多了.又只是有關於季感來說, 日本的北海道跟沖繩或日本跟外國

就同一個季語的季感就有很大的不同等地談論, 已經不是新鮮事兒, 

文獻也夠多了, 不必再贅言. 另外如子規的大弟子河東碧梧桐, 在明

治時期就說過, 看著同樣的一個月亮, 日本人的感受不但跟德國人不

一樣, 甚至在德國人連甚麼感受都沒有. 還有虛子本身也在其 <俳句

之道> 那一篇文章中說, 對法國人怎麼講說俳句, 都關於 <季> 這一

點, 一點點都不會產生關心或興趣. 

<季語> 本來就是想用較短音數詞句表達更大更寬的意象, 期以

補充俳句過短的不足, 如 <颱風> 兩個字就讓讀者可以想像大熱天

(颱風是夏天的產物) 的一切情景, 也可以想像因颱風產生的荒涼悽

慘後果等等一大篇幾萬字的文章內容, 而且是限於與季節有關的詞句



所以當然有 <季感>, 即與季節有關的感受, 也是屬於日本人特有的

季節感. 

如眾所知, 在俳句, 不只詠者和讀者的詩情有所不同, 連自選和

自解都是被禁止的, 而季語的解釋也因人而有所不同. 又如 <XX忌> 

等季語, 與其說是季感不如說是對某人的感觸或感受較適當. 又如說 

<228> 時, 對台灣人而講, 所連想的應該是那慘無人道的大屠殺的

228事件, 絕不會是冬天二月的季感, 而對日本人說到 <226> 時,日

本人所連想的是二月二十六日因義憤而決起的那一群青年軍官的事件

或者是二月的那冷天的情景呢? 另外同樣地 <311> 大家不會連想初

春的和暖的天氣, 而是一定會聯想到日本東北的大地震, 接著而來的

大海嘯和核電廠爆發的大災難, 就是所謂 <歷史文化的記憶>, 因此

我想與其使用 <季語> 不如使用 <基語-key word> 較適當, 而且<基

語> 還可以包括 <季語> 的原意. 

雖然聽起來好像是外國人的夢囈,但也是在日本國內常聽到的聲

音, 只是被一般大眾較容易著手的傳統俳句的多數決 (populism) 所

蒙蔽壓抑下來, 才是其真正的原因吧, 不過日本人對於傳統較無力的

傳言也許也是其原因之一吧?  

    那麼, 傳統俳句的守護者應該怎麼做才好呢? 其實再簡單沒有, 

當人家問你 <何謂俳句?> 時, 就回答說: <俳句是縮短得不能再短的

最短的詩,又是吟詠瞬間的感動或感受的詩, 其內容可以包括你每天

生活上可遇到的一切事像, 不管主觀‧客觀, 有季‧無季, 定型‧

自由律, 花鳥諷詠‧人情世故, 時事‧社會, 論理‧倫理, 愛恨戀

情, 甚至俗諺也可以, 而其中的一種就是所謂的 <傳統俳句>, 是日



本人因其兩千多年來的生活習慣及生活在明顯的季節轉換的地理環

境, 因而產生出來的適合於住在日本的日本人的特殊形態的一種欣賞

大自然的俳句, 跟他們常把跟季節有關的招呼詞, 在日常生活中使用

相似,那一種俳句就是, 所以是只有住在日本的日本人才能體會的感

動吟詠出來的特有的俳句, 另外傳統俳句具有三種需要遵守的約束>, 

這樣回答不就得了嗎? 各位有志於吟詠日本俳句或演變出來的各種語

言的俳句時, 請多了解日本俳句近五百多年尤其一百年多來的演變歷

史才不會走入歧途,也不會把自己再創作的傑作, 誤當翻譯而沾沾自

喜. 

      (2017-3-16 日語稿完稿, 2018-8-16 華語稿完稿) 

 

  

 

 



＜“俳句”的兩種面相＞ 
                       Chiau-Shin NGO (瞈望、 吳昭新) 

日本的俳句現今以 “HAIKU”的名稱通行於世界, 可是關於”

HAIKU”究竟是甚麼？ 深思的人就會迷惑了. 說起來當 20 世紀初

Ezra Pound (1885-1972) 的 Imagism (意象主義) 流行一時後到現在

也超過一百年了, 但是看看現時的網路上外國的作品時你就會看到其

內容的多樣性而迷惑. 那麼在俳句的源泉國的日本究竟怎樣? 看起來

似是靜謐清澈吧, 其實也是混沌不清, 尤其是叫做網路的便利又不會

受到任何干涉束縛的媒體的出現帶來意見意志思維的發表方便自由的

現時, 在俳句的源泉國對於俳句的不確定性使外國人更加混亂.尤其

是日本人之中自負其實只知俳句的表象又多少通曉外語, 但對俳句的

了解也似是而非的日本人, 裝著很內行的模樣, 很樂意又認真想教外

國人俳句, 而一直強調所謂傳統俳句的三個規範, 讓不知道詳情的外

國人墜入五里霧中, 導致很困擾的境地, 真是夠麻煩了. 另一方看看

日本本國的實情, 你就會發現俳句有兩種面相, 一個是將吟詠俳句當

做好像學插花, 彈鋼琴, 泡茶似的一種休閒或消遣或打發時間的有閒

階級的活動, 另一種是真正喜歡文學或有吟詠詩歌天賦的一些人. 以

人數論當然是前者居多, 後者是絕對少數, 結果本來不過是屬於俳句

的一部分的前者因多數取向便成為本流, 而應該是屬於俳句本尊的後

者反而變成支流, 就是本末顛倒, 主客顛倒的結果. 所謂的傳統俳

句將無季、非定型、 不遵守三規範的句子、吟詠社會一般生活的句子、

難解的句子、論理、 俗諺性的句子、政治思想的句子等々都排除於俳

句之外. 俳句界的多數取向主義 (populism) 幾乎要將俳句的本質改



變了. 據說, 超過 1,000個 (?) 以上 (無正式的統計) 的俳句結社

的大部分主宰(主持人, 老師), 也不知是否不採納所謂傳統俳句三約

束時, 怕找不到學生弟子或許結社就是為了生計收入, 因此即使熟知

俳句本質的結社主宰, 也受到三規範的束縛, 不敢輕易忽視. 人要生

存需要生活費, 也就人們也不敢輕易給做批評. 何況即使為了面子, 

為了貼金箔學學吟詠俳句, 總比彈珠子, 玩四色牌, 搓麻將等好多了, 

至少能增加語文知識, 生活在溫文的環境中. 其實所謂傳統俳句是子

規的兩大弟子之一的虛子因為一般大眾較容易吟詠將<有季定型客觀

寫生>推向一般大眾而來的俳句的一派別, 因為容易吟詠一般大眾較

多吟詠, 結果變成主流. 

但是, 約在十多年前有一位中川廣先生, 親自參加了幾個結社深

入觀察後, 在網路上貼出關於結社中傳統俳句的三規範的評論, 結果

極少看到贊否評論, 似乎大家都躲避不敢正面做評論, 原因何在值

得深思. 這比起二戰後不久時, 京都大學的法國文學教授桑原武夫發

表 ＜俳句第二藝術論＞ 當時的俳句界的反應更慘, 當時的反應也

不怎麼熱烈但總還有所反應. 中川氏的評論今天尚繼續留存在網路

上, 看得懂日文的外國人都還可以去閱讀, 絕不是幾篇毫無根據的無

價值的評論, 所言有其道理, 有關結社的實情描述報告也很真實, 而

類似的批評也並非其首創, 之前之後都可見到, 只是對於個人的評

論稍微過於刻薄而已. 我做為一個外國人很盼望看到日本本國的俳人, 

俳句學者, 評論家有公平的評論. 不然, 不得不承認, 日本的俳句界

怎麼會軟弱而恐懼俳句界的大眾取向主義 (populism) 到這一種程度. 



為了已經成為世界文學界所愛護的以日本文化為源泉的俳句及日本文

化的廣傳, 我非常盼望能讀到更多反應評論.  

 

＜中川広の俳句のページ：＞ 

http://www1.odn.ne.jp/~cas67510/haiku/index.html    

           （2018-1-6脱稿; 8-15 修訂） 

http://www1.odn.ne.jp/~cas67510/haiku/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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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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俳句的漢語翻訳＞ 
 
<<翻譯日本俳句>>時, 應忠實於原句, 不可
加入自己的感受, 因為俳句是很特殊的詩
型, 詠者與讀者的詩情不一定相同甚至有
人說俳句是詠者與讀者的共同創作. 加入
個人的感受時變成 <再創作> 而不是 <翻
譯>. 不可 <錦上添花> 或 <畫蛇添足> 而
變成 <傑出的再創作>. 內容的主要詞彙應
以五詞為宜, 超過六詞就太長了. 
 

圖：1994-成田山仙台別院的蛤蟆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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