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段淒美的情愛！龍王宮裡的龜大將與蘭陽公主噶瑪蘭相戀，情投 

意合。好事者向龍王告密，於是罰他倆終生不得相見，蝦兵蟹將奮 

力驅趕龜大將遠走他鄉，蘭陽公主鎮日以淚洗面，生別離的滋味， 

豈是他倆所能接受？龜大將用力擺尾，揮成一波波連綿不絕的浪頭 

，迎向蘭陽公主的懷抱，口中還不住高聲吶喊「噶瑪蘭！噶瑪蘭！ 

噶瑪蘭！」是淒厲？有時也是無奈的低訴？總是「噶瑪蘭」永遠躺 

在他寬廣堅實的懷抱中！噶瑪蘭公主也編織了一頂斗笠，悠忽晃忽 

的，潑灑於龜大將的頭上，每逢颳風下雨，龜背的笠頂圈成一弧啜 

泣的雲。1 

 

    一段淒美的故事，讓我的故鄉—宜蘭的開天闢地有傳說故事的開頭和浪漫，
宜蘭的風土民情也在此故事中無窮無盡地展開。 

    宜蘭，在臺灣地理上是邊陲地帶，有時既不屬於東部也不屬於北部；有時卻

兼屬二者。如上述的故事中，宜蘭原是一個被放逐的明珠（蘭陽平原）和大將（龜

山島），共同在天之涯長相廝守。經過先人的翻山越嶺、胼手胝足，對抗大風大

雨，在一切惡劣的環境考驗下，終於走過滄桑的二百多年歷史，宜蘭也從被遺棄

的明珠蛻變成臺灣的「璞玉」2，「宜蘭經驗」也成為臺灣各地競相模仿的對象。

但立足今日，放眼未來之際，我們不禁也該回首：在這片土地上曾經耕耘過的先

人，沒有當日他們的耕耘，如何開出今日的花朵？ 

    誠如宜蘭縣史系列總編輯張炎憲所言：「歷史不是擺在書架上的點綴品，而

是今日反思的題材。宜蘭人走過的歲月，宜蘭人奮鬥的成果，是宜蘭縣民共同的

歷史記憶，也是臺灣人民的文化資產。於今即將邁入二000年的二十一世紀，宜

蘭人的驕傲和期許督促著我們，反省過去的歷史，共創美麗的未來」3宜蘭縣政

府於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七日起開始展開宜蘭縣史纂修的工作，這段話正是總編

輯的期許，也是宜蘭人的期盼。從一九九二年至今（2006.06），已經十四年，回

顧宜蘭縣史系列，在其所謂極具開創性的纂修類別（共分為總類、地理、族群、

語言、藝術、文教、社會、政治、經濟等類），因為資料搜索不易、編寫困難，

                                                 
1 本文見於徐惠隆著《走過蘭陽歲月》（台北市：常民文化出版，1998）頁33--34；亦可見氏著《蘭
陽的歷史與風土》（臺北市：臺原出版，1992）頁69--70。兩文故事相同，但對情節的描述，

後者較為詳細。 
2 趙莒玲有一文題目名為〈噶瑪蘭人的戀土--臺灣東北角的璞玉--宜蘭〉，見於《中央月刊》
1994.02，題目很能說明宜蘭地理的特質。 

3 本文皆見於宜蘭縣史系列叢書的序言 



 

 

至今共出版了13種共15本4 。詩歌是很重要的文學主流，但在宜蘭縣史系列，

有關文學的論述只有歸在藝術類的《宜蘭縣口傳文學》（上、下）（2002年），希

望這只是個開頭，而非唯一。對於宜蘭古典詩的研究，首推楊欽年撰文的《詩說

噶瑪蘭》5，但其書所選錄的只有楊廷理、董正官、烏竹芳、蕭竹友、柯培元、

李若琳等遊宦詩人和在地詩人李逢時的少數作品，對清代的宜蘭詩未能作全面介

紹。衡諸臺灣古典文學的研究發展，宜蘭古典詩的研究似乎跟宜蘭設廳管理一樣

為人忽略，在臺灣文學研究中缺席。基於鄉土的使命感，也為了能在歷史生硬的

記載外，可以從另一個面向去了解詩歌中的宜蘭，看看充滿文思的詩人如何透過

他們的眼、他們的筆來謳歌宜蘭。  

當然自開蘭（通常都設定為吳沙正式入蘭開墾----嘉慶元年，1796年）至今

剛好210年，一段不算短的歲月，追本溯源，本論文決定從源頭著手，從清代的

宜蘭詩入手，研究1796至1895年（乙未割臺），正好百年的清代宜蘭詩，從古

典詩的角度去解讀清代的宜蘭文學，希冀從詩歌的角度來建構清代的宜蘭古典詩

圖像。 

在歷史上，宜蘭舊稱蛤仔難，至嘉慶十五年收入版圖，譯蛤仔難為噶瑪蘭，

於嘉慶十七年（西元1812年）正式設置廳治。光緒元年（西元1875）則改噶瑪

蘭廳為宜蘭縣6，所以在清代中有長達63年（嘉慶元年至乙未割臺，1796--1895，

共100年）宜蘭都稱為「噶瑪蘭」，宜蘭的行政區自設廳管轄，除名稱的異動外，

疆域大都維持相似，本論文就是以此區域為範圍，時間限於1796—1895年的清

代宜蘭古典詩研究。「詩說噶瑪蘭」，凡是曾經生活在在這塊土地上的詩人作品：

無論是遊宦詩人，其詩與噶瑪蘭相關；或在地文人的所有詩作都在本論文研究之

列。但研究對象則限於生活於「噶瑪蘭」這塊土地上的清代漢人詩歌，對於「噶

瑪蘭」7人和其他原住民的詩歌並不在本研究之內。「說噶瑪蘭詩」即是解讀所有

與噶瑪蘭相關之詩作，並佐以清代相關志書，作最佳之闡釋。所以本論文題目為

「詩說噶瑪蘭，說噶瑪蘭詩----清代宜蘭地區古典詩研究」。 

 

 

 

第二節   研究方法及論述方向 
    近幾年來，對於區域文學的探究，兩岸三地均有相關論述。台灣在近幾年
來漸漸重視地方文獻史料的考察，並有區域文學史的撰述8，對當地早期作家與

                                                 
4 詳細書目可參看文後參考書目—宜蘭縣史系列。 
5 楊欽年撰文；周家安圖說《詩說噶瑪蘭》（宜蘭市：宜縣文化局，1991） 
6 對於宜蘭縣清代時期的廳縣沿革，可參看林玲玲《宜蘭縣文職機關之變革》（宜蘭市：宜縣府，
1997年10月），〈第二章 清治時期廳縣衙門〉頁7--56。 

7 噶瑪蘭已於2002年12月25日由行政院明令訂為臺灣原住民第十一族。 
8
 目前已出版的臺灣各地文學史計有： 

施懿琳、許俊雅、楊翠合撰《臺中縣文學發展史》（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95）、 



 

 

作品進行全面而完整之探討。此外文訊出版社也於一九八八年舉辦「鄉土文學與

文學環境」的巡迴討論會，討論臺灣各區的文化、文學發展，並集結成書9，惜

該書所論皆為現、當代文學，未溯源至清代。除此之外，對單一地點的區域特性

探究，從文學角度思考地域今與昔的地域文學研討會，也是重視鄉土、突顯地區

的表現10。區域文學的研究既屬重要，但對於臺灣古典詩的研究，既要顧及其區

域特性，在研究上，除了文獻資料的收集很重要之外，對於古典詩的解讀和分析，

如何從中建立起本區域古典詩的價值，相信也是重要的。 

    「從上一個世紀走來，文學研究早已捨離無邪純粹的美感追索，而轉向文學

書寫與當時社會環境、權力結構彼此交錯互動的關係探討。看待文學不再只是問

『它（或他、她）說了什麼』，而是問『它（或他、她）陷落（involve）於什麼
樣的環境機制』」11由此可見以地域為文學研究的角度，正關係到文人與社會環境

的互動，並且與文藝社會的形成息息相關，當然也和地理環境、經濟因素相關。

誠如陳進傳所言：「清代宜蘭移墾社會有下列五種性質：1.封閉性、2.邊陲性、

3.時間性、4.地緣性、5.農業性」12，在此塊土地上會孕育出何種人文素養，培

育出何種詩歌情懷？這也是本文所要探究之重點。 

    在宇宙的時空座標中，地域文化的特性並不意味著某種絕無僅有的屬性和特

徵，而是指某一區域的人們能夠根據自身所處的自然社會環境，使文化生長的共

性中那些具有活力或積極意義的要素得到最佳的組合、最充分的發揮。本文所關

注的是以地域畫分、時限在清朝的宜蘭詩歌所展現的文學特性；也將探討在此地

活動的文人如何看待他自己生活的場域，如何在詩歌創作中展現地方意識，透顯

                                                                                                                                            
施懿琳、楊翠合著《彰化縣文學發展史》（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7）、 

江寶釵《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嘉義市立文化中心，1998）、 

龔顯宗《安平文學史》（台北市：五南，1998）、 

陳明台《台中市文學發展史》（台中市立文化中心，1999）、 

莫渝、王幼華撰寫《苗栗縣文學史》（苗栗縣文化中心，2000）。 

葉連鵬《澎湖文學發展之研究》（澎湖縣馬公市：澎縣文化局，2001） 

尚未出版的作品可參照本章第三節「文獻回顧與檢討」。 
9 封德屏《藝文與環境—台灣各縣市藝文環境調查實錄》、《鄉土與文學》（臺北：文訊雜誌社，
1994年）。 

10 如一九九八年，花蓮縣立文化中心舉辦「第一屆花蓮文學研討會」，並印行論文集。 
11 鄭毓瑜〈楚騷論述的文化意義〉，收於《性別與國家—漢晉辭賦的楚騷論述》（台北：里仁，
2000年8月），頁1。 

12 陳進傳著《宜蘭傳統漢人家族之研究》（宜蘭市：宜蘭縣文化中心，1995）頁88。其言：「清

代宜蘭移墾社會有下列五種性質：1.封閉性—宜蘭環山面海，交通不便，形勢隔絕，移民入墾
容易安於居住，再向外回流的機會不多，如有遷移，也大都在蘭陽平原上流轉。2.邊陲性—就
中國歷史重心而言，台灣是邊陲地區；以台灣的開發來說，宜蘭亦屬邊陲。因此，宜蘭真是個

邊陲的邊陲，進墾的移民大都有不得已的理由。3.時間性—宜蘭大規模開發是在嘉慶元年（一
七九六）以後，時間相當晚近，但因平疇沃野的吸引，移民人數的增加十分迅速，可謂開發慢，

進展快的顯例。4.地緣性—號稱三籍拓墾的宜蘭，事實上，以漳州人佔絕對多數，為數佔百分
之八十以上，這是台灣少數漳人密集地區之一，這種懸殊比例顯現很大的移墾意義。5.農業性—
清代宜蘭地區是標準的農業社會，雖有工商業，卻遠落在西部之後，日據中期以後，雖有改善，

仍難脫以農為生的本質。」 



 

 

人與地的時空關聯，那麼，詩人對於此地域的自覺意識乃至於文化傳統就有了完

整的輪廓。 

台灣文學的領域包括民間文學、古典文學，以及新文學。區域文學的研究， 

特重文獻資料的搜集，本論文限於時間和人力，只針對目前已刊行之詩錄、詩集

或方志藝文志中所載詩歌，一一檢視，選取清代宜蘭當地詩人古典詩作品和遊宦

宜蘭人士的古典詩作品，其中當然也包括一些雖未親至宜蘭，卻關心宜蘭設廳管

理而為詩者，如謝金鑾，此類統稱為外地詩人，將其詩作搜集、歸納、分析。 

本論文所將採取的論述方向是「背景—作者—作品—評價」，當然論述文學

之發展仍離不開當地的地理和歷史論述，尤其必須關注三個層面，文學作家與作

品、文學思想，整體文學活動與社會文化的關聯，所以本論文的論述也將採取先

概論蘭陽史地，從中體察清代的「噶瑪蘭」史地背景，以明瞭文學的外圍環境，

進而貼近清代詩人的生活樣貌。因為清代噶瑪蘭詩人作品散處各書，傳記也未建

立，本文將簡介其傳略，從中也可建立起清代宜蘭詩史之概況。宜蘭的開發和西

部的開發相較，整整晚了一百多年，在文教事業的發展也落後許多，因此清代噶

瑪蘭的詩人仍以遊宦詩人為大宗，遊宦人士奉派至此地，等同發派邊疆，無論是

經翻山越嶺或渡海至宜蘭，在這塊土地上，所見所聞都入其詩篇，其心境的跌宕

也值得玩索。噶瑪蘭本地的文人則要等到一些中舉之士出現，才開始有詩篇的記

載。清代在噶瑪蘭這塊土地上，此兩大類群的詩人，所展現的各是何種噶瑪蘭意

象，無論是書寫觀點或對土地的認同，甚至兩者所展現的詩歌美學也都是本論文

第六章要探究之重點。 

宜蘭因為地形的封閉和開發的晚，以至文教的設施遠遠落後西部，但有許多

文人的倡導和官員的鼓勵，使得宜蘭詩也漸漸嶄露頭角。因為時空的相異，相信

在這塊土地所孕育出來的古典詩歌必有其價值和意義，如張炎憲所言：「台灣史

的建構不是要建設成單一的體系，而是每個地區有其特色，有其解釋，每個地區

特色的綜合才是台灣史的特色」13
文學的研究何嘗不是如此呢？我們將讓清代宜

蘭詩來證明此點。 

 
 
 

第三節   文獻回顧與檢討 

    本論文研究的焦點在清代宜蘭地區的古典詩研究，文後將分三大方向來做文

獻研究回顧與檢討： 

 

 

壹、區域文學的研究 

                                                 
13 張炎憲〈宜蘭縣史綜論〉收於《宜蘭文獻雜誌》22期，1996.07，頁9。 



 

 

臺灣地區對於區域文學史的傳述皆完成於1995年之後，可見對於臺灣文學

的研究，各地區已開始朝向地方史的撰述方式研究，但已完成地區多集中在臺灣

中南部，如台中、彰化、嘉義、台南等地，屬臺灣早期開發地區，至於大陸來臺

最先抵達之地----澎湖，也於2001年由葉連鵬的碩士論文修訂出版14，至於北部也

開始急起直追。 

區域文學史的撰述，首開風氣之先且創立往後臺灣各地撰述文學史之範例就

屬施懿琳、許俊雅、楊翠合撰的《臺中縣文學發展史》。其中之論述從原住民口

傳文學談起，經清代、日治、戰後至今各階段的文學，兼顧傳統詩文與新文學、

詩、小說、散文等均網羅其中，對於重要作家有專節討論。其時代的區分與分段

論述，大抵秉持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的作法，但這些學者都能掌握最新的臺

灣文學研究的成果，具體呈現時代背景和作家、作品的特色，使得臺中縣文學發

展的面貌，得到既深且廣的論述。其後的《彰化縣文學發展史》也循此方向，共

同為臺灣文學研究和文學史的撰述奠下紮實的根基。 

    江寶釵《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如同其本人在緒論所言：「本書著眼於

區域研究的特質，並謹慎建立文學鑑價的標準，期待在不預設任何立場的情況

下，能夠重建歷史語境，讓作品自己說話，呈現價值，凸顯文學史脈動的痕跡」
15，本書的焦點則鎖定在嘉義地區古典文學作品上，對於所搜集到的作品加以分

期分述，對嘉義地區的文教、社會都多所著墨，並分清領前期、清領中晚期、日

治時期、戰後分論各階段的古典文學的發展特色，加以剖析分論，並呈顯各階段

的不同特色和文學風格，極具參考價值16。 

    在學位論文研究方面，以區域文學為研究對象的首推黃美娥《清代臺灣竹塹

地區傳統文學研究》（輔大中研博，1999），本論文對於清代臺灣竹塹地區社會特

性與文學傳統的關係，文風形成的外在背景與「文學社會」的內部結構，以及個

別作家、作品，文人集體活動樣態等，一一進行梳理與分析，並建構清代台灣竹

塹地區文學發展的歷史面貌與特色。其資料蒐集豐富，可謂結合歷史與文學研

究，卻又不離文學研究本質，藉由歷史外緣之陳述鋪述出竹塹地區的文學特質，

對個別作家之論述也都詳加討論，最後歸結出清代臺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特色，

並建立起清代臺灣竹塹地區文學年表，「是一篇田野工作做得相當紮實，探討的

深度、廣度均有可觀的著作，為清代北台灣的學術研究做了相當好的奠基工作。」
17。葉連鵬的《澎湖文學發展之研究》（中央中研碩，1999）則屬概論式的研究，

將澎湖有文學始至民國88年，橫跨三百多年的文學做一論述，也點出澎湖文學

發展的困境與出路，對於澎湖文學中的「海洋」有些許著墨，但全文較重「史」

的研究整理，缺乏文學本質的深入探討。郭麗琴的《西螺地區文學發展研究》（中

                                                 
14 本論文已於 2001年由澎湖縣文化局出版，仍名為《澎湖縣文學發展之研究》。 
15 江寶釵《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嘉義市立文化中心，1998），頁 17。 
16 本書的緒論中對於研究的方法和結構、詮釋方略、鑑價體系都有所著墨，可為研究臺灣古典
文學的方法論之概論。更為詳細的論述則見於氏著《臺灣古典詩面面觀》（臺北：巨流，1999）。 

17 參見施懿琳著《從沈光文到賴和----台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第一篇 緒論（高雄市：春暉，

2000）頁11-12。 



 

 

正中文碩，2003）也是區域文學研究論文。宜蘭地區則於2005年由卓克華教授

指導，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文學系研究生游建興撰寫的《清代噶瑪蘭地區的漢人文

學發展》，為第一本研究清代宜蘭文學之學位論文。對於清代噶瑪蘭地區文學有

一詳細整理，尤其對於民間文學，如諺語、歌謠、楹聯、神話、傳說、民間故事

也都有所著墨，對於研究清代宜蘭地區文學有開創之功。 

     

 

貳、臺灣古典詩的研究 

對於臺灣古典詩的研究專著，在江寶釵所著《臺灣古典詩面面觀》和施懿琳 
著《從沈光文到賴和----台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18二書中，於緒論中對於台

灣文學研究的成果頗多剖析和回顧，可為研究臺灣文學的入門。從《臺灣古典詩

面面觀》一書中，讓我們體認到一個研究者對於所研究的領域，一定要有新材料

或新觀點、新方法，江寶釵運用中西文學理論，落實到臺灣古典文學來進行分析

解讀，此種方式正符合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台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

緒論中的結論----〈台灣古典文學研究的未來〉：「（一）基礎工作亟待進行、（二）

研究面向全幅而多方的開展、（三）必須擺脫窠臼，具問題意識與方法上的自覺、

（四）必須以更開闊的視野，將臺灣古典文學研究放在世界性的格局中思考與觀

察」19，做了最佳的詮釋。當然中國大陸對於臺灣古典文學的研究也不容忽略，

此可參看黃美娥撰〈中國大陸有關台灣古典文學的研究概況〉20一文。 

    謝崇耀所著《清代臺灣宦遊文學研究》21則對於清領時期（1683--1895）「針

對宦遊文人（包括來臺任官、作幕、任教者）立基於『臺灣』這個場域所產生的

文學作品之研究，而非對宦遊文人一生全部作品的研究」22，其將清代宦遊文學

分成康熙、雍乾、嘉道、咸同光緒，共四期分章論述，每章均先論當期臺灣之開

發、宦遊文學之開展，後針對當期文人和其作品詳論分述，條清理晰，對於清朝

一代臺灣之宦遊文學做了相當仔細的介紹，文後所附「臺灣宦遊文學作家繫年」

和「藝文志作品總輯錄與凡例」，都是一重要參考資料。 

台灣文學的研究近幾年來已成為顯學，但對於臺灣古典詩的學位論文研究， 

數量仍太少23，從1957年至2005年國內對於臺灣古典詩研究24的學位論文共74

                                                 
18 文中第一篇緒論中的「一、台灣古典文學研究概況，二、台灣古典文學研究的未來」頁 6-17  
19 參見施懿琳著《從沈光文到賴和----台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市：春暉，2000）頁

15--17。 
20 請參看《台灣文學學報》第一期，（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民國89年6月），頁11-40。 
21 謝崇耀著《清代臺灣宦遊文學研究》（臺北市：蘭臺出版社，2002）。 
22 同注 21，第一章 緒論，頁 2--3。 
23 若以方美芬所撰〈有關台灣文學研究的博碩士論文分類目錄（1960∼2000）〉收於《文訊》185

期，2001年3月，頁53--66，其中共收有341篇論文，其中對於傳統詩歌之研究卻只有23篇，

只佔不到7 ﹪，可見對於臺灣古典詩的研究仍大有可為。 
24 所收錄學位論文，有些題目雖非以臺灣古典詩為題，或研究單家作品，其中只要有探討到臺
灣古典詩的，一律收錄。 



 

 

篇，詳細如下表所列25： 

 研究生 論   文    題     目 研究所 出版年 

1 王文顏 《臺灣詩社之研究》  政大中研碩 1979 

2 周滿枝  《清代臺灣流寓詩人及其詩之研究》  政大中研碩 1980 

3 廖雪蘭  《臺灣詩史》  文化中研博 1981 

4 施懿琳 《日據時期鹿港民族正氣詩歌研究》 師大國研碩 1986 

5 鍾美芳 《日據時代櫟社之研究》 東海史研碩 1986 

6 許俊雅 《臺灣寫實詩之抗日精神—光緒二十一年∼民
國三十四之古典詩歌》 

師大中研碩 1987 

7 徐慧鈺 《林占梅先生年譜》 政大中研碩 1990 

8 施懿琳 《清代臺灣詩所反映的漢人社會》 師大國研博 1991 

9 陳丹馨 《光復前臺灣重要詩社作家作品研究》 東吳中研碩 1991 

10 翁聖峰 《清代臺灣竹枝詞》 淡江中研碩 1992 

11 徐肇誠 《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鈔研究》 成大歷史語

研所 

1993 

12 程玉凰 《洪棄生及其作品考述》 中正中研碩 1995 

13 謝志賜 《道咸同時期淡水廳文人及其詩文研究：以鄭

用錫、陳維英、林占梅為對象》 

臺師大國研

碩 

1995 

14 廖振富 《櫟社三家詩研究—林癡仙、林幼春、林獻堂》臺師大國研
博 

1996 

15 吳毓琪 《台灣南社研究》 成大中研碩 1998 

16 林煜真 《沈光文及其文學研究》 中山中研碩 1998 

17 楊明珠 《許南英及其詩詞研究》 文化中研碩 1998 

18 黃美玲 《連雅堂文學研究》 中山中研博 1999 

19 黃美娥 《清代臺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研究》 輔大中研博 1999 

20 陳淑娟 《賴和漢詩的主題思想研究》 靜宜中研碩 1999 

21 葉連鵬 《澎湖文學發展之研究》 中央中研碩 1999 

22 潘進福 《吳濁流的詩論與詩歌》 政大中研碩 1999 

23 劉麗卿 《清代臺灣八景與八景詩》 中興中研碩 1999 

24 邱靖桑 《洪棄生社會詩研究》 靜宜中研碩 1999 

25 劉麗珠 《臺灣詩史----洪棄生詩與史研究》 東海中研碩 1999 

26 黃淑華 《劉家謀宦台詩歌研究》 東吳中研碩 1999 

27 王惠玲 《賴惠川《悶紅墨屑》研究》 中興中研碩 2000 

28 邱靖桑 《洪棄生社會詩研究》 靜宜中研碩 2000 

                                                 
25 此分資料參考方美芬所撰〈有關台灣文學研究的博碩士論文分類目錄（1960∼2000）〉收於《文

訊》185期，2001年3月，頁53--66，和施懿琳〈古典文學研究的再開展〉收於《文訊》205

期，2002年11月，頁46—48所，也參考國家圖書館相關網站，綜合整理而成，論文出版年為
1979—2005.01。 



 

 

29 張作珍 《北港地區傳統詩社研究》 南華文學研

碩 

2000 

30 陳淑娟 《賴和漢詩的主題思想研究》 靜宜中研碩 2000 

31 王幼華 《日治時期苗栗縣傳統詩社研究—以栗社文中
心》 

中興中研碩 2001 

32 吳品賢 《日治時期臺灣女性古典詩作研究》 臺師大國研

碩 

2001 

33 陳佳妏 《清代台灣遊記文學中的海洋》 政大中研碩 2001 

34 陳建忠 《書寫臺灣˙臺灣書寫：賴和的文學與思想研

究》 

清大中研博 2001 

35 曾絢煜 《栗社研究》 南華大學文

研碩 

2001 

36 蔡寶琴 《《海音詩》俗語、典故之分析》 政大中研碩 2001 

37 賴筱萍 《許南英及其窺園留草研究》 逢甲中研碩 2001 

38 賴曉萍 《丘逢甲潮州詩研究》 逢甲中研碩 2001 

39 戴雅芬 《臺灣天然災害類古典詩歌研究----清代至日

據時代》 

政大國教碩 2001 

40 蘇秀鈴 《日治時期崇文社研究》 彰師大國研

所碩 

2001 

41 王俊勝 《清代臺灣鳳山縣詩歌研究》 文化中研碩 2002 

42 李貞瑤 《陳逢源之漢詩研究》 成大中研碩 2002 

43 陳芳萍 《彰化應社及其詩作研究》 清大中研碩 2002 

44 閔秋英 《石中英及其《芸香閣儷玉吟草》研究》 彰師大國文

在職專班碩 

2002 

45 陳盈達 《周定山漢詩研究----文化移民的悲鳴與哀愁》靜宜中研碩 2002 

46 李知灝 《吳德功《瑞桃齊詩話》研究》 中正中研碩 2002 

47 吳玲瑛 《孫元衡及其《赤崁集》研究》 政大國教碩 2002 

48 陳速換 《久保天隨及其《澎湖遊草》研究》 高師國研碩 2002 

49 康書頻 《王松詩中的祖國意識研究》 中山中研碩 2002 

50 陳嘉英 《尋找空間的女聲----以台灣女詩人張李德

和、石中英、黃金川為探究對象》 

政大國教碩 2002 

51 許雯琪 《洪棄生《寄鶴齋詩話》研究》 逢甲中研碩 2002 

52 張淑玲 《台灣南投地區傳統詩研究》 文化中文在

職碩 

2002 

53 蔡玉滿 《林占梅詩形賞析》 新竹師院臺

語與語文教

學碩 

2003 

54 林哲瑋 《邱水謨漢詩研究》 雲科大漢資2003 



 

 

研碩 

55 賴郁文 《吳景箕及其詩研究》 雲科大漢資

研碩 

2003 

56 顧敏耀 《陳肇興及其《陶村詩稿》研究》 中央中研碩 2003 

57 張鈺翎 《清代臺灣方志中藝文志之研究》 政大中研碩 2003 

58 張端然 《日治時期瀛社之研究》 文化中研在

職 

2003 

59 吳東晟 《洪棄生《寄鶴齋詩話》研究》 成功台文研

碩 

2003 

60 張滿花 《張達修及其詩研究----以《醉草園詩集》為例》彰師國文在

職碩 

2003 

61 吳淑娟 《臺灣基隆地區古典詩研究》 文化中研碩

在職專班 

2003 

62 謝崇耀 《日治時期臺灣詩話比較研究》 彰師國研所

碩 

2004 

63 蔡清波 《臺灣古典詩自然寫作研究----明鄭時期至清

朝時期》 

中山中文所

碩 

2004 

64 張永錦 《孫元衡詩探析》 中興中文碩

士專班 

2004 

65 魏秀玲 《蔡旨禪及其《旨禪詩畫集》研究》 政大國教碩 2004 

66 劉芳如 《賴惠川《悶紅詠物詩》考釋》 東海中文所 2004 

67 余育婷 《施瓊芳詩歌研究》 東吳中文所

碩 

2004 

68 高雪卿 《臺灣苗栗地區古典詩研究》 文化中研碩

在職專班 

2004 

69 吳怡慧 《陳貫《豁軒詩草》析論》 彰師大國研

碩 

2005 

 

如將之量化表列更可看出臺灣古典詩研究之趨向： 

表一、以論文出版年代分： 

年代 1979--1980 1981--1985 1986--1990 1991--1995 1996--2000 2001--2005

篇數 2 1 4 6 17 39 

 

 

表二、以研究主題分： 

 1979--1980 1981--1985 1986--1990 1991--1995 1996--2000 2001--2005

區域研究     清代竹塹 清代鳳山



 

 

地區、 

澎湖、 

縣、 

南投、苗栗

基隆 

通    史  臺灣詩史     

詩社研究 臺灣詩社  日據櫟社 光復前臺

灣重要詩

社、 

南社、 

北港傳統

詩社、 

苗栗詩社、

栗社、 

日治崇文

社、 

彰化應社、

瀛社、 

單家作品

研究 

流寓詩人  

 

 

 

 

 

 

 

 

 

 

 

 

 

 

 

 

 

 

 

 

 

林占梅 

 

丘逢甲、

洪棄生、

鄭用錫、

陳維英、

林占梅、

 

 

 

 

 

 

 

 

 

 

 

 

連雅堂、 

 

洪棄生（3） 

 

 

 

林癡仙、 

林幼春、 

林獻堂、 

沈光文、 

許南英、 

吳濁流、 

賴惠川、 

賴和、 

劉家謀、 

 

丘逢甲、

洪棄生

（2）、 

 

林占梅 

 

 

 

 

許南英、

 

 

賴和、 

 

陳逢源、

鄭坤五、

石中英

（2）、 

張李德和、

黃金川、

孫元衡

（2）、 

周定山、 

吳德功、 

久保天隨、

王松、 

邱水謨、 



 

 

吳景箕、 

陳肇興、 

張達修、 

蔡旨禪、 

施瓊芳、 

陳貫 

專題研究  鹿港民族

正氣詩歌

寫實詩之

抗日精神

清代臺灣

詩所反映

的漢人社

會、 

清代竹枝

詞、 

八景詩、 日治臺灣

女性古典

詩作、 

清代台灣

遊記文學

中的海洋、

海音詩、

天然災害、

方志藝文

志、 

詩話、 

自然寫作、

 

由表一，可看出，對於台灣古典詩的研究，從1996年之後，對於台灣古典

研究的相關學位論文日益增加，尤其從1999年之後，隨著與台灣研究相關研究

所的成立與在職進修專班的成立，研究此領域的論文愈來愈多。尤其2001至2005

年，短短五年間就有39本論文研究，數量已超越前二十年之總合。 

表二中中，更可明顯看出學位論文研究的取向，除了單家詩人論述仍佔大多

數之外，我們可看到區域文學的探討、專題的研究方式也日益增加，可見對於臺

灣古典詩的研究，已漸成熟可為區域文學之建立，在前期文獻資料搜集基礎，漸

漸進入詩歌文本的探究，以至提煉更精緻的論述，研究面向更深更廣。 
     

 

叁、清代宜蘭史的研究 

研究清代宜蘭史有兩本志書是相當重要：柯培元《噶瑪蘭志略》(臺北市：
臺灣銀行，臺灣文獻叢刊第 92種，民國 50年)和陳淑均《噶瑪蘭志略》(臺北市：
臺灣銀行，臺灣文獻叢刊第 160種，民國 52年) 。此外研究宜蘭的相關議題，
無論朝代，對於宜蘭縣政府所出版的一系列「宜蘭縣史系列」和「宜蘭文獻叢刊」
26和《蘭陽史蹟文物圖鑑》27都是相當重要的參考資料。 

                                                 
26 詳細書目見參考書目—一、宜蘭史地資料。 
27 《蘭陽史蹟文物圖鑑》（宜蘭縣：宜蘭縣立文化中心，1986）。 



 

 

    其中「宜蘭縣史系列」，除了李壬癸：《宜蘭縣南島民族與語言》；林美君、

鄧淑慧、江寶月：《宜蘭縣民眾生活史》；邱坤良、施如芳、張秀玲、藍素娟、郝

譽翔：《宜蘭縣口傳文學》（上）（下）是以論述類別分別論述之外，其餘論述的

脈絡全從清代開始論述，將宜蘭縣史做一時間縱軸論述，其中論述清代部分，其

圖文都是本論文重要參考資料。「宜蘭文獻叢刊」則是研究宜蘭史的專家所撰述

的專書，每個議題皆有可觀之處，其中搜集資料之豐富，論述之精要，其重要性

不下於「宜蘭縣史系列」，因為「宜蘭縣史系列」為顧全從清朝至現代的時間論

述，其發行又以宜蘭縣民為對象，所以其中之論述較簡單扼要，相關考證論述較

少。而「宜蘭文獻叢刊」則由各領域專家針對某一宜蘭議題做相關研究，其深度

與嚴謹性相對提升許多。 

隨著年代的遞嬗，人物的凋零，對於古文物的保存相對重要，幸好宜蘭縣政

府在此方面很早就有計畫的保存，使文物得以和後代子孫見面，其中《蘭陽史蹟

文物圖鑑》和《宜蘭古文書》都是很好的圖像文件資料。此外，宜蘭縣史館所珍

藏的族譜資料也是研究重要參考資料。 

    至於以清代宜蘭為研究範圍的專書則以陳進傳：《清代噶瑪蘭古碑之研究》28

和廖風德：《清代之噶瑪蘭—一個台灣史的區域研究》29兩書最為重要。陳進傳為

研究宜蘭縣史的先進亦是權威，其早期在宜蘭縣內奔走、無論晴雨，和一群志同

道合的朋友一起從事田野調查，許多宜蘭史料也在他們的勤奮中得以保存，《清

代噶瑪蘭古碑之研究》就是其中之一。至於《清代之噶瑪蘭—一個台灣史的區域
研究》則是研究清代宜蘭縣史的總薈，廖風德根據前人的著作，加以整理彙編而

成此書，以做為個人升等著作，資料豐富，「本文係屬於綜合性的探討，因此研

究的主題分成清代噶瑪蘭的地理景觀與人文環境、蘭地開發的過程、官治組織的

建立與運作的情形、農墾社會的發展及社會發展及社會衝突----民變與分類械鬥

五大部分」
30
 是研究清代宜蘭重要參考書。 

    以研究清代宜蘭為題的學位論文從民國1968年至今，只有何懿琳《日據前

漢人在蘭陽地區的開發》（台大歷史研究所，1980）和蕭丁偉《契約選擇與交易

成本—引證自臺灣清朝宜蘭的水利契約》（國立清華大學經濟學研究所，1992），

餘者論及現代宜蘭的論文居多，尤其從「宜蘭經驗」廣為流傳和在職進修管道多

元，研究以宜蘭為題的論文，2001年就有26篇；2000年17篇；1999、1998年

13篇；1997年之前就都低於10篇以下，當然其中和「仰山文教基金會」的獎勵

亦有相關。 

    雖然以清代宜蘭為研究範圍的學位論文很少，但單篇的論文卻數量可觀。尤

其從《宜蘭文獻》（雙月刊）於民國82年1月復刊之後，研究宜蘭的風氣就開始

興起，《宜蘭文獻》（雙月刊）研究的方向也趨向以專題為主，為研究宜蘭的重要

園地。又宜蘭縣文化局從1994年起，每隔2年都會舉辦學術研討會，對於研究

                                                 
28 陳進傳撰《清代噶瑪蘭古碑之研究》（鹿港：左羊出版社，民78.06） 
29 廖風德著《清代之噶瑪蘭—一個台灣史的區域研究》（台北：里仁書局，71.06） 
30 同注 29，頁 4。 



 

 

宜蘭的學者提供更多的討論和對話空間。2002年12月30日—2003年1月1日，
宜蘭社區大學也辦了一場學術研討會，其中12月31日的議題是「宜蘭的區域文

化」，也為研究宜蘭注入一股生命力。 

 

    從以上的文獻回顧與探討中，我們可知：宜蘭的古典詩大有其研究之價值。

做為一個研究對象，宜蘭是一個得天獨厚的地方，因為地形的封閉和交通的不

便、開發較晚（晚了西部近150年），其行政區域變遷也不大，再加上縣政府對

文獻史料保存的重視，臺灣古典文學研究已具規模，相信此時研究清代宜蘭詩，

定可補上臺灣古典詩研究版圖的一角，讓宜蘭區域文學研究從此萌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