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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秀亞著作及大事年表 

資料來源： 

張秀亞〈張秀亞寫作年表〉《三色堇》，台北：爾雅出版社，1981 年 7 月初版 

張秀亞〈年表〉《張秀亞全集 15》，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2005 年 3 月初版 

 

西元 民國 年齡 重  要  大  事 著 譯 書 目 
1919 8  冬初，出生於河北省滄縣。  
1923 12 4 一夕坐於祖母膝上，聆父（張里鵬先

生）授長兄（振亞）部首檢字訣二遍：

「一二子中三丑寅， 
四卯辰巳五午尊。 
六在未申七在酉， 
八九戌部與亥存。」 
忽然成誦，琅琅背唸，未錯一字，但

彼時實尚未認字，只牢記字音如兒歌

而已，家人卻以為孺子可教，自始開

始學認方塊字。 
同年與家人隨父仕宦於河北邯鄲縣。

此地為戰國時代之名城，固多古蹟，

新秋佳日，常隨家人登臨趙武靈王叢

臺，遊覽「一枕黃粱」之古寺，激發

童心思古之幽情。 

 

1925 14 6 隨父母（陳芹女士）歸省祖母疾，並

瞻拜祖先墓，時正值軍閥禍國，內亂

方殷，於直奉戰爭中敗退之李景林潰

兵，在河朔一帶，大肆殺燒劫掠，與

家人避兵亂於荒村野原，月黑風高，

寒霜裂肌，時聞陌上馬蹄匆遽之中，

難民號哭哀求之聲。 

 

1926 15 7 全家遷居天津，入小學肄業。  
1928 17 9 蔣介石（時任總司令）領導革命北伐

成功，掃蕩軍閥，解民倒懸。舉國歡

騰。小學生亦自動提燈遊行慶祝晚

會。是時國內一切欣欣向榮，成為每

人生活中之黃金時段，文學出版界，

更是一片繁榮，出版物內容精湛充

實，而定價低廉，遂得大量購存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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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兒童讀物及文藝書刊，創作靈焰，

得以引發。開始發表習作於各大報紙

之兒童週刊。 
1931 20 12 小學畢業，考入當時最負盛名之北方

女子學府，省立天津第一女師---河北

省立女子師範學院，與女作家羅蘭、

王怡之為同窗好友。在學期間獲得全

省師範生會考第三名。 

 

1934 23 15 受師長朋友鼓勵開始以「陳藍」、「張

亞藍」二筆名發表作品於《大公報》

的〈小公園〉、〈文藝〉，《益世報》的

（文學週刊），以及《國聞週報》。 

 

1936 25 17 十二月，將數年來之習作結集，出版

處女作短篇小說---《在大龍河畔》，天

津海風社。 

大龍河畔(小說) 

1937 26 18 七月十一日在天津《大公報》的（文

藝）版（散文特刊）上，刊出八千字

散文（尋夢草）。 

 

1938 27 19 考入輔仁大學，據當時評閱考卷、來

臺後執教臺大、輔大之戴君仁老師告

言國文一科之分數，為該屆全體考生

之冠，誤打誤撞入文學系就讀。 
 

 

1939 28 20 學年成績為全班第一名。轉入西洋語

文學系就讀。 
主編學校文藝季刊《文苑》（自第二期

開始改名為《輔仁文苑》及生活週刊

《輔大生活》。 
得暇並翻譯文藝稿件以資練習。 

 

1940 29 21 冬天完成五百行長篇敘事詩（水上琴

聲），發表於《輔仁文苑》。（收入詩集

《水上琴聲》。） 
翻譯《聖誕海航》，香港天主教真理教

會。            ． 

聖誕海航(翻譯) 

1941 30 22 一月，出版第一部中篇小說《皈依》，

山東保祿印書館。 
十月，出版中篇小說《幸福的泉源》，

山東保祿印書館。 

皈依(小說) 
幸福的泉源(小
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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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 31 23 畢業於輔仁大學，並考入該校研究所

史學組，同時應聘為該校編譯員。 
以不堪日偽壓迫，間關入蜀，擔任《益

世報》副刊編輯，為當時各大報副刊

編輯中最年輕者。第一次發表作品於

該報副刊時為民國二十三年，時隔八

年，竟得編輯該報副刊，可謂巧合。 

 

1943 32 24 與于黎伯︵字斐、通先生結婚於重慶

真原天主堂。 
 

1944 33 25 十月，出版短篇小說《珂蘿佐女郎》，

重慶紅藍出版社。 
頭生子于若瑟出生後即夭折（被醫生

用產鉗夾住）。 

珂蘿佐女郎(小
說) 

1945 34 26 兒子于金山出生於重慶。  
1946 35 27 勝利還鄉，任教輔仁大學，為英文講

師。  
 

1947 36 28 出版翻譯《白衣修女》、《山窮水盡》，

香港天主教真理教會。 
女兒于德蘭出生於北平。 
當選行憲後首屆國民大會代表（由新

聞記者公會選出）。 

白衣修女(翻譯) 
山窮水盡(翻譯) 

1948 37 29 翻譯《同心曲》，香港天主教真理教

會。 
渡海來臺，在基隆港登岸。 

同心曲(翻譯) 

1949 38 30 以長詩（她呵，我們的好母親）獲婦

聯會新詩徵文首獎。 
 

1952 41 33 六月，出版在臺第一部文集《三色

菫》，臺北重光文藝出版社。 
翻譯《聖女之歌》，香港新生出版社。

三色堇(散文) 
聖女之歌(翻譯) 

1953 42 34 八月，出版散文集《牧羊女》，臺北虹

橋出版社。 
九月，出版短篇小說《尋夢草》，臺北

臺灣商務印書館。 

牧羊女(散文) 
尋夢草(小說) 

1954 43 35 一月，出版短篇小說《七弦琴》，高雄

大業書店。 
七弦琴(小說) 

1955 44 36 二月，（小白鴿）（收錄於《三色菫》，

即〈月．小白鴿〉一篇），選入國民中

學《初級中學標準教科書國文．第二

凡妮的手冊(散
文) 
懷念(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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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 
三月，出版散文集《凡妮的手冊》，高

雄大業書店。 
十月，出版散文集《懷念》，高雄大業

書店。 
1956 45 37 一月，出版短篇小說集《感情的花

朵》，臺北文壇出版社。 
十二月，出版詩集《水上琴聲》，彰化

樂天出版社。 

感情的花朵(小
說) 
水上琴聲(詩集) 

1957 46 38 三月，出版散文集《湖上》，臺中光啟

出版社。 
作曲家黃友棣先生據〈秋夕〉一詩（收

錄於詩集《水上琴聲》），譜寫成獨唱

抒情曲《秋夕湖上》，後改為四部合

唱。 
任臺中靜宜女子英專教授，任教英文

系，講授「翻譯」課程。 

湖上(散文) 

1958 47 39 五月，出版散文集《愛琳的日記》，臺

北三民書局。 
八月，出版小說《女兒行》，臺中光啟

出版社。 
出版傳記《露德百年紀念》，臺中光啟

出版社。（與雷文炳合編） 

愛琳的日記)散
文) 
女兒行(小說) 
露德百年紀念)
傳記) 

1959 48 40 七月，出版傳記《現任的教宗是誰？》

，臺中光啟出版社。 
現任教宗是誰

(傳記) 
1960 49 41 八月，翻譯《恨與愛》，原著為諾貝爾

文學獎得主莫瑞亞珂，臺中光啟出版

社。 
十一月，重排出版散文集《牧羊女》，

臺中光啟出版社。 
獲中國文藝協會首屆散文創作獎章。 

恨與愛(翻譯) 
牧羊女(重) 

1961 50 42 八月，出版散文集《少女的書》，臺北

婦友社。 
十月，出版散文集《兩個聖誕節》，臺

中光啟出版社。 
翻譯《友情與聖愛》，臺中光啟出版

社。 
 

少女的書(散文) 
兩個聖誕節(散
文) 
友情與聖愛(翻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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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 51 43 五月，出版散文集《北窗下》，臺中光

啟出版社。 
十一月，翻譯《回憶錄---聖女小德

蘭》，臺中光啟出版社。 
獲國民黨中央婦女工作委員會首屆文

藝獎章。 

北窗下(散文) 
回憶錄──聖女

小德蘭(翻譯) 

1963 52 44 五月，翻譯《改造世界》，臺中光啟出

版社。 
與法籍學者雷神父著手合撰《西洋藝

術史綱》。 

改造世界(翻譯) 

1964 53 45 四月，出版《西洋藝術史綱》第一冊

（史前、近東古代、克里特的藝術），

臺中光啟出版社。 
五月，榮獲臺灣省婦女寫作協會頒發

之文藝特殊貢獻優秀婦女獎。 
八月，出版選集《張秀亞選集》，高雄

大業書店。（選自《七弦琴》、《凡妮的

手冊》、《懷念》） 
出版選集《張秀亞散文集》，高雄大業

書店。 
返回臺北的母校輔仁大學任職教授

「新文藝」。 

西洋藝術史綱

(一) 
張秀亞選集(小
說、散文) 

1965 54 46 四月，出版《西洋藝術史綱》第二冊

（埃及的藝術），臺中光啟出版社。 
五月，出版散文集《曼陀羅》，臺中光

啟出版社。 
十二月，翻譯《金嗓子與狐狸》，臺北

國語日報社。 

西洋藝術史綱

(二) 
曼陀羅(散文) 
金嗓子與狐狸

(翻譯) 

1966 55 47 九月，出版《西洋藝術史綱》第三冊

（希臘的藝術），臺中光啟出版社。 
十二月，出版詩集《秋池畔》（水上琴

聲》重排新版），臺中光啟出版社 
同月，出版散文集《我與文學》，臺北

三民書局。 

西洋藝術史綱

(三) 
秋池畔(詩集) 
我與文學(散文) 

1967 56 48 六月，受聘為中華學術院研士。 
九月，翻譯《愛火炎炎  拯亡會會祖

主顧瑪琍亞傳》，臺中光啟出版社。 

愛火炎炎──拯

亡會會主顧瑪琍

亞傳(翻譯) 
1968 57 49 十二月，出版《西洋藝術史綱》第四 西洋藝術史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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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羅馬文化前的歐洲藝術、伊特里

魯安的藝術），臺中光啟出版社。 
以《北窗下》一書獲得首屆中山文藝

獎。 

(四) 

1969 58 50 六月，《西洋藝術史綱》第五冊（羅馬

的藝術）出版。 
七月，出版短篇小說《那飄去的雲》

（《女兒行》重排新版），臺北三民書

局。 
九月，出版散文集《心寄何處》，臺中

光啟出版社。 

西洋藝術史綱

(五) 
那飄去的雲(小
說) 
心寄何處(散文) 

1970 59 51 一月，出版短篇小說《藝術與愛情》（尋

夢草》重排新版），臺北三民書局。 
六月，出版散文集《書房一角》，臺中

光啟出版社。 
九月，出版《西洋藝術史綱》第六冊

（基督文化的初期藝術），臺中光啟出

版社。 
十一月，出版《西洋藝術史綱》第七

冊（拜占庭藝術），臺中光啟出版社。

擔任母校輔仁大學文學研究所教授，

講授「英美文學研究與翻譯」。 
子、女先後赴美留學。 
 

西洋藝術史綱

(六)、(七) 
藝術與愛情(小
說) 

1971 60 52 一月，出版《西洋藝術史綱》第八冊

（波斯、回教的藝術），臺中光啟出版

社。 
三月，出版《西洋藝術史綱》第九冊

（北蠻、中古前期的藝術），臺中光啟

出版社。 
七月，出版傳記《在華五十年---陶明

修女傳》，臺中光啟出版社。 
十一月，出版選集《張秀亞自選集》，

臺北皇冠出版社。 
 

西洋藝術史綱

(八)、(九) 
在華五十年─陶

明修女傳(傳記) 
張秀亞自選集

(散文、小說、詩)

1972 61 53 十月，翻譯《論藝術》，臺北大地出版

社。 
女兒德蘭于歸，與諾斯羅普工程師葉

論藝術(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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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桄在紐約結婚，由德蘭伯父于樞機

主持。婚後遷至加州。 
同年兒子金山與前司法院程德受祕書

長之長女麗娜完婚，亦于樞機主持婚

配聖事。居於紐約。 
1973 62 54 二月，出版散文集《水仙辭》，臺北三

民書局。 
四月，翻譯《自己的屋子》，臺北純文

學出版社。 
七月，出版散文集《天香庭院》，臺北

先知出版社。 
赴美考察文教，並在西東大學講學。 

水仙辭(散文) 
自己的屋子(翻
譯) 
天香庭院(散文) 

1974 63 55 十二月，重排出版翻譯《聖女之歌》，

臺北大地出版社。 
聖女之歌(重) 

1975 64 56 一月，出版選集《秀亞自選集》，臺北

黎明文化公司。 
 

秀亞自選集(散
文) 

1976 65 57 得長外孫瑞正（Paul Yen），現居加州。  
1977 66 58 十月，出版《西洋藝術史綱》第十冊

（羅曼尼斯克藝術），臺中光啟出版

社。 
出版作品及譯品已近六十部，詩文曾

被譯為韓文、法文、英文，美國三所

大學更以「張秀亞」作為專題研究，

以及碩士、博士論文主題。 

西洋藝術史綱

(十) 

1978 67 59 六月，出版散文集《人生小景》，臺北

水芙蓉出版社。 
六月，出版散文詩集《我的水墨小

品》，臺北道聲出版社。 
八月，出版散文集《寫作是藝術》，臺

北東大圖書公司。 
九月，出版散文集《詩人的小木屋》，

臺中光啟出版社。 
十月，出版《西洋藝術史綱》第十一

冊（哥特藝術），臺中光啟出版社。 
出版《張秀亞選集》，香港文學研究

社。 
小外孫瑞聲（David Yen)出生於加州。

人生小景(散文) 
我的水墨小品

(散文詩集) 
寫作是藝術(散
文) 
詩人的小木屋

(散文) 
西洋藝術史綱

(十一) 
張秀亞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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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68 60 七月，出版散文集《湖水．秋燈》，臺

北九歌出版社。 
八月，出版散文集《石竹花的沉思》，

臺北道聲出版社。 
長孫女之荷（Rosemarie Yu）出生。現

居華府。 

湖水‧秋燈(散
文) 
石竹花的沉思

(散文) 

1981 70 62 七月，出版散文集《白鴿．紫丁花》，

臺北九歌出版社。 
七月，重排出版散文集《三色菫》，臺

北爾雅出版社。 
十一月，出版散文選集《給年輕人》，

香港山邊社。 

白鴿‧紫丁花

(散文) 
三色堇(重) 
給年輕人(散文) 

1982 71 63 十一月，《曼陀羅》發行第十刷。 
小孫女之淇（Pauline Yu）出生於紐約。

 

1983 72 64 四月，《北窗下》發行第二十三刷。  
1984 73 65 二月，《湖上》發行第十九刷。 

六月，出版散文集《海棠樹下小窗

前》，臺北星島出版社。 
九月，出版散文集《愛的輕歌》(《凡

妮的手冊》重排新版），臺北論壇出版

社。 
十二月，獲臺北輔仁大學首屆傑出校

友獎。 
〈讀書〉、〈友愛〉二文（收錄於散文

集《曼陀羅》），選入國民中小學教孝

月研讀專書，黎明文化出版。 
〈談靜〉一文（收錄於散文集《少女

的書》），選入高中國文教科書，國立

編譯館。 
《牧羊女》發行第十八刷。 
 

海棠樹下小窗前

(散文) 
愛的輕歌(散文) 

1985 74 66 九月，重排出版散文集《人生小景》，

臺中晨星出版社。 
十二月，出版散文集《杏黃月》（《懷

念》重排新版），臺北林白出版社。 
同月，《恨與愛》發行第十五版。 
 

人生小景(重) 
杏黃月(散文) 

1987 76 68 四月，出版詩集《愛的又一日》，臺北 愛的又一日(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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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復書局。 
六月，出版選集《張秀亞作品選》，西

安陜西人民出版社。 
九月，翻譯《心曲笛韻》，臺中光啟出

版社。 
美國國會圖書館蒐集張秀亞全部作

品，以及其本人誦讀己作新詩之錄音

帶。 
應美加州大學長堤分校之邀，捐贈全

部作品予該校，由校長麥克瑞接受。 

集)張秀亞作品

選(大陸) 
心曲笛韻(翻譯) 
 
 

1989 78 70 六月開始，擔任《秋水》詩刊編輯顧

問。 
 

1992 81 73 美國加州橙縣中華文化協會頒贈「文

學成就獎」。 
 

1993 82 74 十月，出版選集《杏黃月》（臺灣當代

著名作家代表作大系），武漢長江文藝

出版社。 

杏黃月(大陸) 

1994 83 75 年初在臺大醫院做關節手術；年底赴

美做復健治療及休養，並與子、女團

聚。 
亞洲華文作家文藝基金會頒贈「文學

貢獻獎」。 

 

1995 84 76 一月，出版選集《石竹花的沉思》，北

京群眾出版社。 
石竹花的沉思

(大陸) 
1996 85 77 八月，《回憶錄》發行第十四刷。 

十月，出版選集《月依依》，北京人民

日報出版社。 
返國後再赴美與子、女居住及復健。 

月依依(大陸) 

1997 86 78 七月，爾雅出版社《三色菫》發行第

十刷。 
〈雲和樹〉一文（收錄於散文集《曼

陀羅》），選入國文教師手冊，國立編

譯館；並選入國文教科書第一冊。 
〈溫情〉一文（收錄於散文集《曼陀

羅》），選入國中國文教科書，國立編

譯館。 

 

1998 87 79 五月，出版選集《荷塘之憶》，西安陜

西人民出版社。 
荷塘之憶(大陸) 
張秀亞人生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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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出版選集《張秀亞人生感情散

文》，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 
美國史丹福大學胡佛中心蒐集張秀亞

文藝作品數十部。 

散文(大陸) 

2000 89 81 一月，重排出版翻譯《自己的房間》（原

名《自己的屋子》），臺北天培文化有

限公司。 
北美洛杉磯華文作家協會頒贈「文壇

導師獎」。 
 

自己的房間(翻
譯) 

2001 90 82 五月四日中國文藝協會頒贈終身成就

榮譽獎章。 
五四文藝節當天，在美國加州進入橙

縣醫院醫病。 
六月二十九日因身體各種官能衰竭，

在子女、家人、孫輩環繞下，平靜安

詳蒙主恩召。 

 

2002 91  三月，出版散文精選集《與紫丁香有

約》，臺北九歌出版社。 
七月，〈雪〉一文（收錄於散文集《北

窗下》），由香港現代教育研究社選人

中學中國語文教材。 
十月，家屬捐贈國家臺灣文學館照

片、手稿、作品（包括詩、散文、小

說、評論、翻譯及藝術史等）、文物及

衣物等，以永久保存，為文學史留紀

錄。 

與紫丁香有約

(散文) 

2003 92  「張秀亞生平傳略」，由臺北國史館編

纂處錄入《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

史料彙編》中。 
〈湖水．秋燈〉一文（收錄於散文集

《湖水．秋燈》），選入大學國文教材，

臺北三民書局。 
十二月，詩作原稿〈秋興〉，由南加州

大學（USC）東亞圖書館收藏，與其

它作品在該館專櫃陳列展覽。 

 

2004 93  八月，〈雲和樹〉（收錄於散文集《曼

陀羅》)、〈雲〉（收錄於散文集《北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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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選入國中國文（二上）中，由

翰林出版社出版。 
九月，應加州大學洛杉磯分校（UCLA）

徵集，捐贈作品（包括詩、散文、小

說、 翻譯），加上原館存書，共數十

冊，供學子研究。 
同月，捐贈照片及手稿數件給北京中

國現代文學館（應前館長舒乙之邀），

以茲文獻保存。 
十月，家屬捐贈補齊臺北國家圖書館

張秀亞照片、手稿之收藏。 
2005 94  三月，《張秀亞全集》十五冊出版，國

家台灣文學館。 
張秀亞全集 

2005 94  十月，國家台灣文學館主辦為期兩天

的「張秀亞文學研討會」。 
永不凋謝的三色

堇─張秀亞文學

研討會論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