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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從聲調的使用看鄭愁予的音律風格從聲調的使用看鄭愁予的音律風格從聲調的使用看鄭愁予的音律風格從聲調的使用看鄭愁予的音律風格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漢語聲調變化具有音樂性漢語聲調變化具有音樂性漢語聲調變化具有音樂性漢語聲調變化具有音樂性    

 

聲調的變化，是漢語的一個特色，
111

也是漢語語音中非有不可的成分，也具

有辨義的功能
112

。王天昌在《漢語語音學研究》中提到： 

 

  在漢語語音裡，聲母、介音、韻尾都不是每個字音非有不可的成分，唯有

主要元音和聲調才是每個字音所不可少的成素。
113

 

 

聲調是每個字音不可缺少的成素，也具有辨別意義的功能。而聲調的變化，就是

音高的變化，謝雲飛在《文學與音律》一書中提到： 

 

利用「音高」以組成音律的，以漢語為最明顯。因為漢語的語詞都有聲調，

而形成聲調的主要因素是音高，所以漢語詩歌便特別重視各音節間的音高

之調配。凡是利用音高的適切調配而產生節奏的，我們就稱這種音律為「高

低律」。前人所謂「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就是指音高的調配必須恰

當，使成有幽美的音律之謂
114

。 

 

聲調的變化就是音高的變化，因此運用在詩文中，透過聲調的調配，就有高低起

伏的變化，便能形成優美悅耳的音律。羅常培說： 

 

  聲音的高低，的觀點來看，是由於一定時間裡音波數或發音體顫動顫動的

多少來辨認，多的音高，少的音低。。
115

 

 

因為聲音的顫動次數多寡，決定了聲音的高低，所以產生了抑揚頓挫的變化，在

漢語聲調變化分為四聲，藉由四聲的變化，能夠產生抑揚頓挫的變化，產生音樂

性。而漢語的四聲變化有何差異呢？在唐代《元和韻譜》中簡單記載了四聲的差

                                                
111 竺師家寧《聲韻學》一書提到：聲調不但是漢語的一個特色，也是整個漢藏系語言的共同特

色。這是印歐語言所沒有的。印歐語言只在整個句子中講求音高的變化，這叫「語調」

（-intonat-ion），跟「聲調」（tone）是不同的，頁 41。 
112 竺師家寧《聲韻學》一書提到：漢語的重音不重要，卻有聲調的變化來區別詞義。 
113 見王天昌《漢語語音學研究》，臺北：國語日報社，1973年一版，頁 168。 
114謝雲飛《文學與音律》，臺北：東大圖書，1978年 5月，頁 20。 
115 轉引自謝雲飛《語言學大綱》，臺北：台灣學生書局，1987年 5月，頁 219-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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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 

 

平聲哀而安，上聲厲而舉，去聲清而遠，入聲直而促。
116

 

 

在《康熙字典》中記載一首〈分四聲法〉： 

 

平聲平道莫低昂，上聲高呼猛烈強，去聲分明哀道遠，入聲短促急收 

藏。117 

 

古漢語中藉由平、上、去、入四聲的調配，使得語句能產生悅耳的美感，到了南

北朝以後，四種聲調開始被運用到詩詞的創作中，詩人在創作中格外注意四聲的

運用，使得詩的創作中還包含音調起伏的美感。竺師家寧在《語言風格與文學音

律》也提到： 

 

      聲調是漢語的特色，這是西方語言所沒有的成分。而聲調的本質是一種音

高的變化，也就是頻律的變化，因此，它是最富於音樂性色彩的語言成分。

也是最能傳達聲音之美的成分。所以歷來的詩人都十分重視聲調的運用。

傳統詩歌的平仄規律，正是運用聲調效果制訂出來的。
118

   

 

聲調是最能傳達聲音之美的成分，歷來詩人創作時都很重視聲調的運用，因此傳

統詩歌的平仄規律，乃是運用聲調效果制訂出來的，利用平仄的交錯使用，讓兩

種不同的聲調規律的反覆出現，自然也能形成一種節奏，是最能展現聲音之美的

語素，平仄的使用可藉此表現詩人的傷感或豪情，古典詩平仄的規律，是符合聲

音美感而制訂的規範。王力在〈略論語言形式美〉中提到： 

       

漢語詩的節奏基本形式是平平仄仄，仄仄平平。這是四言詩的兩句。上兩

句是兩揚兩抑格，下句是兩抑兩揚格。平聲長，所以揚；仄聲短，所以是

抑。上下兩句抑揚相反，才能曲盡變化之妙。《詩‧周南‧關雎》詩中的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就是合乎這種節奏的。每兩個字構成一個單位，

而以下字為重點，所以第一字和但三字的平仄可以不拘。《詩‧衛風‧伯

兮》詩中的「豈無膏沐？誰適為客！」同樣是合乎這種節奏的。在《詩經》

時代，詩人用這種節奏，可以說是偶合的，不自覺的，但是後來就漸漸變

為自覺的了。
119

 

                                                
116 見楊家駱主編《音韻學通論》，臺北：鼎文書局。1972年，頁 290。 
117 王雲五主編，《康熙字典》，臺北：商務印書館，1968年，臺一版，頁 16。 
118 竺師家寧，《語言風格與文學音律》，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04年，頁 91。 
119 轉引自《中國詩律學》，臺北：文津出版社，1998年，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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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詩中的平仄不只決定了節奏、長短、還決定了聲音的高低、升降、曲折，以

平仄來展現詩的節奏，是漢語詩的特色，因為平仄相互搭配，才能展現詩中情感

的變化，在《詩經》時代，詩人以「平平仄仄」或「仄仄平平」的方式搭配，並

不是依循規範而行，而只是合於漢語創作的語感。然而到了唐代近體詩以後，詩

人在創作詩歌時，對於平仄的要求就有一套制式的規範，因為對於平仄的講究，

使得近體詩、詞、曲在單獨朗誦時，也有音樂的起伏存在。葉桂桐在《中國詩律

學》中也提到： 

 

      中國古代詩歌，特別是近體詩、詞、曲，即離開樂曲，單獨朗誦它們時，

仍然會有強烈的音樂感。這種音樂感除了聲母重複、押韻等等之外，主要

是由平仄決定
120

。 

 

古典詩到了今日來讀，即使已經失去了樂曲，但是單獨誦讀時也有音樂性，除了

來自於押聲、押韻的使用之外，還有平仄的搭配也是塑造音樂性的手法之一。平

仄不只構成了節奏，而且構成了音高、舒緩，形成了旋律，針對每個字都有制式

的要求，以求達到音律的協調，雖然沒有像音樂般悠揚的起伏，但也能表現強烈

的音樂性。 

因為聲調具有高低抑揚的特色，藉由四聲互相巧妙地搭配，宛如樂曲中 Do. 

Re. Mi. Fa. Sol.的高低音起伏，能夠展現詩人情感的起伏，所以聲調的運用，也是

詩人表現音樂性的一種手法。高低聲調如何搭配，在創作的早期並沒有限定，只

是符合於自然語感的起伏，到了後期才制訂一套創作的準則，從唐代近體詩之

後，詩與音樂就緊密的結合，其中平仄的規範之中，已經包含了聲調的起伏。 

平仄的規定是為了展現詩音樂上的美感，然而對於詩人的創作卻也產生了限

制，古典詩詞中情感表達有時不能暢所欲寫。聲調的變化到了現代，依照國語也

分為四聲，也就是第一聲、第二聲、第三聲、第四聲和輕聲，第一聲的聲音調值

為 55，聲音維持在高音的部分；第二聲的聲音調值為 35，音高從中間部位升到

最高調值 5，第三聲的調值為 214 聲音由中低到最低再回升到調值 4；而第四聲

的調值為 51，從最高部分驟降至最低；輕聲則代表短暫的停歇。所以國語四聲

變化的搭配，也如同平仄變化一樣，可以產生抑揚頓挫的效果。 

到了民國初年白話文運動如火如荼般展開，詩體發展來到了新詩階段，打破

了古體詩在形式的限制，除了字數、行數、押韻之外，一首詩平仄的要求也被打

破了。對詩人而言白話文運動是一種創作上的解放，但是，新的創作方向卻還沒

有成形，處在摸索期，沒有一套制式的規範可尋，於是有些詩人在新詩發展初期

階段，仍然延續古典詩中使用韻腳的形式來創作，企圖展現詩的音樂性。但是在

平仄部份卻難以延續，因為在古典詩中限制創作的最主要的因素莫過於平仄了，

因此到了現代詩時期，平仄是最早被打破的枷鎖。方祖燊在〈論中國詩〉的音樂

                                                
120 見葉桂桐，《中國詩律學》，臺北：文津出版社，1998年，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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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中提到： 

 

在音節、聲調、押韻這三種格律中，最束縛作者的才性的，是平仄聲調，

因為它字字受平仄拘束，束頭束手，往往會妨礙我們的文思，所以說：「選

和至難」。詩限律絕，詞乏長篇，雜劇以成絕響，其因在此。平仄聲調雖

然能創造詩歌優美和諧的旋律，但由於它困難；所以新詩興起時，首先打

破的就是「平仄聲調」的枷鎖，提倡恢復自然聲調之美。胡適在〈談新詩〉

現中說：「白話詩的聲調，不在乎平仄調劑得宜，全靠（語言）這種自然

的輕重高下了。
121

 

 

現代詩打破了平仄的規範，提倡恢復自然聲調之美，不以聲調來限制詩人的文

思，詩人可以將內在情懷透過聲調的起伏表達，因此，每首詩有每首詩的聲調起

伏，無法以一套制式規範來處理，因此如透過聲調觀察詩人對於音律的掌握，這

是很耐人尋味的一件事。 

現代詩脫離的古典字數、押韻、平仄的羈絆後，不再被綁住手腳，侷限在固

定的格式之中，詩人能夠更自由地運用文字，巧妙地將文字與內心的情緒起伏搭

配，而聲調的起伏變化，也是詩人情感變化的一種方式。覃子豪在《論現代詩》

一書中，曾針對詩的音樂性提出自己的看法： 

 

象徵派詩人威˙柔芬（M.Viele Griffin）說：「詩人應服從自己創造的音

節，他僅有的指導是音節，但不是學來的音節，不是被旁人所發明的千百

條規則所束縛的音節，乃是他自己心中找到的個人的音節。」所謂指導的

音節，就是自然的音節，也就是「聲含宮商，肇於血氣」的屬於作者自己

的音節。122 

 

現代詩打破了平仄的框架後，詩人能更自由地揮灑，找到屬於個人的音節，合於

自己情感的音律，不必被歷來文人制訂的規則束縛，這樣任君揮灑地創作空間，

詩人如何利用聲調的起伏，烘托自己內心的情緒，創作屬於自己的音律風格，是

一件值得深入了解的問題。在分析關於詩的音律的論文中，有關聲調變化的都是

研究古典詩的，到了現代詩研究時，卻不深入研究此議題，難道是現代詩的聲調

不影響詩的音律嗎？探尋其最主要的因素乃是現代詩句子長短錯落，無法像古典

詩一般規律地制定出「平仄」交替的規則，因此，研究者多半不全面性地分析作

品的聲調，在討論音韻時多半以「押韻」、「雙聲」、「疊韻」為主軸，對於形成詩

音樂性的元素常漏了聲調。竺師家寧在《聲韻學》一書中提到： 

 

                                                
121 方祖燊 ，〈論中國詩的音樂性〉，中國現代文學理論季刊，第六期，頁 180-181。 
122 覃子豪，《論現代詩》，臺北：普天出版社，58年 9月，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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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調是利用音高的變化來產生辨義作用的一種語音成分。國語有四種聲

調：陰平（第一聲）、陽平（第二聲）、上聲（第三聲）、去聲（第四聲）。……

記錄調值是採用五度制。用一個縱座標，依音頻率的高低分為五度，這樣

就可以把各類聲調音高的變化情形標示出來。
123

 

 

由此可知，聲調的起伏其實就是音高變化，因此聲調的搭配自然也有了聲音高低

的起伏，因為聲音的起伏，自然而然產生了如樂曲般的旋律。 

    所以在研究現代詩音律風格或音樂性中，絕不能忽略聲調變化，一旦忽略的

聲調起伏的同時，也忽略了對詩中音樂性的瞭解，從古典的詩歌到了現代詩，聲

調變化能夠產生抑揚頓挫的原則不變，漢語中的聲調變化本來就具備音樂性，所

以，現代詩中聲調變化之美，也值得深入研究。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現代詩聲調分析的步驟現代詩聲調分析的步驟現代詩聲調分析的步驟現代詩聲調分析的步驟    

 

現代詩人在創作時沒有制式的聲調規範可套用，而且對於詩是否要合於音

律，在形式上規範是沒有一套標準的，詩人的創作都是根據自己書寫時的情緒需

要而為，第幾行第幾句要使用何種聲調，都沒有限制，那麼如何在詩中尋找出屬

於詩人寫作時對聲調高低起伏的運用？是筆者在進行論文時遇到的一個極大的

問題，因為對於現代詩聲調變化如何觀察，多數文章中只是輕描淡寫地帶過，沒

有提到任何具體且全面性的方法可參考。 

筆者在分析聲調時針對此一問題，曾仔細思慮過，並且和竺師家寧多次討

論，於是先將詩集中所有的字標上注音，而標聲調變化的方式，是採用阿拉伯數

字標音的方式代替，國語第一聲標為 1聲，國語第二聲標為 2，國語第三聲標為

3，國語第四聲標為 4，輕聲以 5代替，將詩集中所有的詩句轉成以 12345的數字

代替。在分析鄭愁予聲調使用的規律時，一開始使用土法煉鋼的方式，將每一句

詩的聲調變化標在文本上，然而這樣的方式只能瞭解每一首詩的聲調變化，卻無

法歸納出鄭愁予詩集中慣用的聲調模式，當陷入泥淖之中，竺師家寧提供了筆者

一套搜尋軟體，能夠將電腦中檔案中相同的文字全數條列出來，但是若要分析聲

調的變化，是無法藉由詩集的文字加以歸類，必須將這些文字的聲調以一共同的

標示方式呈現，才能夠使用軟體快速搜尋。 

為了讓軟體能夠執行聲調變化的搜尋，筆者首先將整本詩集中所有的文字輸

入在電腦中，每一句寫成一行，並且在詩句中以（ ）標示出自於哪一首詩的第

幾行，以利於核對文本，接著在每一詩句的開頭以阿拉伯數字標明該句的聲調變

化，第一聲字以 1表示，第二聲字以 2表示，第三聲字以 3表示，第四聲字以 4

                                                
123 竺師家寧，《聲韻學》，臺北：五南圖書公司，1999年，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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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輕聲字以 5表示，逐一將詩集中一百五十二首（整本詩集總共有二千四百

二十五句）中的國字，根據聲調的將之轉換為阿拉伯數字。筆者在分析的過程中，

將一首詩用以下的方式儲存於電腦中： 

 

331134（錯誤 1）124我打江南走過 

434423522221541（錯誤 2）那等在季節裡的容顏如蓮花的開落 

11421453441（錯誤 3）東風不來，三月的柳絮不飛 

35123352452（錯誤 4）妳底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 

421251443（錯誤 5）恰如青石的街道向晚 

21431451241（錯誤 6）跫音不響，三月的春帷不揭 

35143351133（錯誤 7）妳底心是小小的窗扉緊掩 

322532434544（錯誤 8）我達達的馬蹄聲是美麗的錯誤 

324124544（錯誤 9）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 

 

在一句開頭開頭的阿拉伯數字，是標明聲調的變化，（ ）中則是表示該句的出處，

底下接著是詩句的內容。當所有的事前作業都完成以後，接著便以 CBETA Grep 

(文字搜尋工具)進行測試。 

一開始進行測試時，筆者將聲調的變化觀察暫訂為以五個字為主，但是，測

試出來的句子數量很少，無法觀察出任何現象，也無法看出作者慣用的聲調變化

模型，於是改以四個字為測試的準則，將這四個字當成一組聲調變化的模式，而

四個字為一組的聲調模型變化數量較多，足夠分析討論，因此在本論中觀察的聲

調模型都是以四個聲調為基準，而四個字的聲調搭配方式有多少種呢？筆者根據

數學排列組合的規律，一一羅列出了 256種聲調搭配的變化模型（聲調變化的排

列則摒除輕聲字，因為輕聲字沒有調值變化，只有標示語音的短暫停頓所以在分

析時，將輕聲字省略），並且根據這 256 組聲調模型進行逐一測試，利用 CBETA 

Grep (文字搜尋工具)，將 256種調值模型逐一進行測試之後，電腦將會把同一聲

調模型變化的句子全數羅列，以下舉聲調模型「二三二三」為例： 

 

第一個步驟先在搜尋處打上聲調模型變化的阿拉伯數字。以「2323」為例，

則在搜尋處打上「2323」，電腦自然會搜尋出文本中聲調有「二三二三」變化的

句子，在電腦中首先會出現以下的樣貌： 

 

375: 443245323233114（小溪10）夢見女郎偎著小羊，草原有雪花飄過 

1163: 12323234(鹿場大山 11)蒼茫裏  唇與唇守護 

325: 23234243523（結語2）如紫竹掩一泓欲語的流水 

528: 22323（水手刀10）桅蓬與繩索 

                                                
124 （ ）中是詩的題目，阿拉伯數字代表出現在那首詩的第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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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6: 423231245132112(（春之組曲‧春花5）自由典 民主經 流放的諸子仍

多風塵 

 

以上是搜尋後的句子的樣貌，舉第一句為例說明這數句所代表的意思：375

是指在搜尋的物件中屬於第375句，「：」後面的數字「443245323233114」則是

該句子聲調的變化，接著「（小溪10）」文字則是詩句的內容，10則在表示是該

首詩的第幾句。 

第二步驟則要逐一檢視。經過電腦搜尋後的這些文句，並不全然符合論文分

析的需要，還要逐條檢視，因為在標明的過程中並沒有將空白或標點符號輸入，

因此先將該組音調模型的文字以□表示，但該聲調模型的文句中間出現了空格，

標點符號者，予以刪除，這樣的現象表示聲調變化有中斷，這樣的聲音模型就不

列在論文討論的範疇之內，若該句符合要求，則將該組音調模型的文字保留，則

會出現了如以下的情形：  

 

1. 夢見女郎偎著小羊，草原有雪花飄過（小溪） 

2. 蒼茫裏  唇與唇守護（鹿場大山） 

3. 如紫竹掩一泓欲語的流水（結語） 

4. 自由典 民主經 流放的諸子仍多風塵（春之組曲） 

5. 桅蓬與繩索…… （水手刀） 

 

有了以上的結果後，再將不符合的句子刪除，如第一、二、四句則刪除，留

下第三、五句。經過初步的歸納整理之後，每一組的聲調模型變化便可以清楚呈

現，並且將所有聲調模型列表，標明在詩中出現的次數，以利於觀察與分析。 

第三步驟分析。將 256 組聲調模型出現的次數統計出來，並且以按照在詩集

中出現的次數排列，分析的結果在以下的章節中將詳細論述。分析後發現鄭愁予

的詩句多半是一、二、三、四、輕聲在句中交錯地使用，透過聲調的變化，傳達

情感，然而，有少部分的詩句卻連續使用相同的聲調，透過同一聲調規律的出現，

展現出不同的調值變化，在單一的聲調中，可分為「一一一一」型、「二二二二」

型、「三三三三型」、「四四四四」型。在聲調的觀察中，除了以電腦搜尋句子之

外，還有分析該聲調變化所呈現的調質變化，因為光是看聲調的變化，似乎還是

無法理解這樣的變化可以營造詩的音樂性。 

第四步驟將聲調變化轉變為調值變化。不可否認地，國語的聲調本身就具有

高低變化。但單從國語標音的說法，是無法從第一聲的「一」字看出任何端倪的，

也無從察覺聲音高地的迭宕起伏，因此必須將第一聲在誦讀時產生的調值標明，

才能深入瞭解一句詩的音高變化。第一聲的調值標示為 55，第二聲的調值標示

為 35，第三聲的調值標示為 214，第二聲的調值標示為 51，透過調值的高低起伏，

就可以深入觀察一句詩在誦讀時音高的變化，有了音高的變化，就如同一首樂曲

的高低起伏，就可以從中觀察詩的音樂性。例如第一聲後面接著第四聲，調值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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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為「55‧51」聲音先在最高的調值 5延續，接著由最高的驟降至最低的調值 1，

如「嬉戲」、「摔碎」、「歸去」、「摘下」、「星座」等語詞，都是屬於聲調

由「一」聲轉到「四」聲的，在誦讀時重音會放在第二個字，產生較強的口氣。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節節節節        單一的聲調單一的聲調單一的聲調單一的聲調    

 

    分析後發現鄭愁予的詩句多半是一、二、三、四、輕聲在句中交錯地使用，

透過聲調的變化，傳達情感，然而，有少部分的詩句卻連續使用相同的聲調，透

過同一聲調規律的出現，展現出不同的調值變化，在單一的聲調中，可分為「一

一一一」型、「二二二二」型、「三三三三型」、「四四四四」型。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型型型型    

 

這一型調值表現為「55‧55‧55‧55」，聲調順逆的表現為「順順順」。國語

中第一聲音高的變化維持在55的高音位置，當第一聲連續出現四次以上，音高持

續保持在高調值的部位，給人高遠、清亮、悠揚的感受，但是在音調上沒有高低

起伏。 

 

1. 正如從蜂的營營和蟻的熙熙中抽出（春之組曲） 

2. 是誰沿著每顆星托缽歸來（梵音） 

3. 哎 她是病了 三月在她腰中栽藏了什麼（草生原） 

4. 日出東方兮為恆星之最者（衣鉢‧背影） 

5. 當青天高朗 迴盪著四萬萬份笑聲（衣鉢‧背影） 

6. 從軋鋼機或打谷機中抽出手臂來（春之組曲‧春飆） 

7. 鼾聲輕輕摸響它（探險者） 

8. 酉時起程的蓬車，將春秋雙塔移入薄暮（左營） 

9. 因之推翻專制使那（衣缽‧芥子） 

10. 將八方歸去（偈） 

11. 書太厚了，本不該掀開扉頁的（賦別） 

12. 叮叮噹噹笑在錢袋旁（草生原） 

13. 在錯落的關山之間  在大風之上（衣鉢‧背影8） 

14. 接受千家飛幡的祭典（清明） 

15. 而天邊泱泱的道統卻仍是 儒家的香菸(衣鉢‧仰望) 

16. 等候鐵蹄 等候花跡斑剝的石路（春之組曲‧春雷）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型型型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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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型的音高調值表現為「35‧35‧35‧35」，聲調順逆的表現為「順順順」。

音高調值在3與5之間擺盪，由調值3到5，接著又由5到3，規律地變化著，但調值

升降的幅度不是很明顯，在詩中使用此聲調模型的有14句。  

 

1. 那等在季節裡的容顏如蓮花的開落（錯誤） 

2. 每想起，如同成群奔馳的牧馬（編秋草） 

3. 辦報 擲炸彈 投郵絕名書（衣鉢‧熱血） 

4. 啊 雖蹉跎而無人說老去 君不（春之組曲‧春飆） 

5. 二十餘年成一夢（結語） 

6. 你屢種於我肩上的每日的棲息，已結實為長眠（右邊的人） 

7. 民族圖騰一樣的您底面容前(衣鉢‧仰望) 

8. 曾濯足無水的小溪（雨絲） 

9. 風由竹林奪去你手上的光（風雨憶） 

10. 那時，或將我感動，便禁不住把長錨徐徐下碇（姊妹港） 

11. 白鶴兒噙著泥鑪徐徐落地（雲海居一） 

12. 離別十年的荊窗（最後的春闈）  

13. 幽靈們靜坐於無疊蓆的冥塔的小室內（厝骨塔） 

14. 左袖東風 三海乃舞起花又褶的裙裾（燕雲之九）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型型型型    

 

這一型的音高調值表現為「214‧214‧214‧214」，聲調順逆的表現為「逆

逆逆」。此一型的聲調表現，以自然口語來看過於拗口，光是一個字的發音就有

三個音調由2小幅降到1，再由調值1聲調4，接著第二個字時，又降到2反覆循環，

調值的變化過於繁複，因為在誦讀時十分拗口，因此在詩中出現的機率很少，只

有8句。 

 

1. 溪旁的你底墓，好久好久沒人掃啦！ （寄埋葬了的獵人） 

2. 透明者 動者 敞敞掩掩者(供魚眺的) （草生原） 

3. 我便跟著，採你巧小的足跡（採貝） 

4. 你有小小的姊妹港，嘗被春眠輕掩（姊妹港） 

5. 月光流著，已秋了，已秋得很久很久了（右邊的人） 

6. 而想說些甚麼又有點靦覥的樣子(白騾) 

7. 或者把同志來握 緊緊緊緊地握（衣鉢‧熱血） 

8. 那滿館滿館的真中國（春之組曲‧春花） 

 

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型型型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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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型的音高調值表現為「51‧51‧51‧51」，聲調順逆的表現為「逆逆逆」。

4444 的聲調在誦讀由調值高的 5出發後驟降到 1，接著第二個字時由立刻回到調

值 5，接著又驟降到 1，這樣在調值 5 與 1 間快速的來回，音高變化是劇烈的，

在單一出現的聲調中次數最多的，共出現了 46 句。四聲字的連用，在一般在口

語中，四聲與四聲相連出現，是屬於不順的語句，但是在鄭愁予的詩句中，卻偏

愛這一類型的聲調表現，利用音高上下跌盪，藉此傳達詩人的情感。 

 

1. 在大地上 它萌始了像一粒細小的芥子（衣鉢‧芥子） 

2. 遂縱笑在雲朵的濕潤的懷裹（雲海居二） 

3. 背後是大圓 是天穹的鏡（大武祠） 

4. 那是大地上最沸騰的浴盆啊(盆地的城) 

5. 錯過勝利即使是一聲寒暄也將是另一種語文（春之組曲‧春飆） 

6. 這最後一秒要是撐不住（颱風板車） 

7. 用最細最細的噓息，吹開睫毛引燈塔的光（如霧起時） 

8. 畢竟是日子如針，曳著先濃後淡的彩線（生命） 

9. 你舞踊的快樂便是一切（嘉義） 

10. 爭看縱放又爭看謝落（編秋草） 

11. 而昨夜的鎮甸並不知名字（縴手） 

12. 如果在一次戰役後穿著睡去(土) 

13. 而且我們要再現那些先烈的感動（衣鉢‧衣鉢） 

14. 對諸神或是對惡魔我將宣布和平了（定） 

15. 是一疊唱片樣轉而不眩的下午（媳婦） 

16. 我住得高，那眺望是疊入於幻影的（寄埋葬了的獵人） 

17. 板車越重越是爬不動（颱風板車） 

18. 在中國版圖這塊並不平的棋枰上（衣鉢‧芥子） 

19. 因為第二代同志已成長（衣鉢‧背影） 

20. 我那時，正是個被擲的水手（裸的先知） 

21. 一夜的雨露浸潤過，我夢裏的藍袈裟（晨） 

22. 容我掩耳之際，那奧秘在我體內迴響（清明） 

23. 姻緣桅立在第六指上（醉溪流域二） 

24. 斜陽在大漠上返照（六月） 

25. 我想:我該看見那片土地了（旅夢） 

26. 哎 就是那塊「請君止步」的告示牌（衣鉢‧芥子） 

27. 磐石穩然  如不動天王打坐在大地裡（春之組曲‧春霧） 

28. 乃見三千萬震撼大地的彈劍人(金門集‧樹) 

29. 而七星一次扣上這夜的左衽(盆地的城) 

30. 當青天高朗 迴盪著四萬萬份笑聲（衣鉢‧背影） 

31. 然而不是唱唱就算了的（春之組曲‧春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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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我會帶著你底詩集來，你尚未看見的（寄埋葬了的獵人） 

33. 在同向黎明而反向的路上碰到了（小站之站） 

34. 一步步印上了歷史（真理的歌）  

35. 然而，妳卻像覓見了草塘的孤雁（娼女） 

36. 我贈給世界最後的一句詩（當我復活的時候） 

37. 我發現那幼稚的思想（當我復活的時候） 

38. 啊 月色漾漾的酒下（野柳岬歸省） 

39. 乃見三千萬震撼大地的彈劍人(金門集‧樹) 

40. 而七星一次扣上這夜的左衽(盆地的城) 

41. 必使之進入萬世的邦基 像聖靈一樣的做工（衣鉢‧背影） 

42. 春雷捶打三月在大地的砧上（春之組曲‧春雷） 

43. 然而不是唱唱就算了的（春之組曲‧春草） 

44. 是的  這是最後的戰爭（春之組曲‧春飆） 

45. 讓感動溶於血釀造熱情世世代代的芬芳（春之組曲‧春花） 

46. 你必愛靜靜地走過，就像我這樣靜靜地  （夜謌） 

 

 

在四種單一的聲調中，可以發現作者選用第四聲連續出現的聲調模型句數較

多的原因，是調值變化是否強烈。「一一一一」型或「二二二二」型以語感而言，

念起來是屬於順口的，但是因為調值的變化太小，以「一一一一」型而言，全部

為在高調值 5 的位置，音高上沒有任何變化；「二二二二」型雖然調值有變化，

但是只在調值 3與 5之間輕微地擺盪，起伏不大。「三三三三」型和「四四四四」

型以口語而言，是屬於不順口的，「三三三三」型念起來拗口，調值的變化為「214‧

214‧214‧214」，雖然有從調值 1攀升到調值 4的部分，可是因為在一個字裡調

值變化過於繁複，讀來拗口，因此出現的次數只有 7 次。「四四四四」型是鄭愁

予在單一聲調使用最多的一型，「四四四四」型以口語而言是不順口的，但第四

聲字的調值是由 5 驟降至 1，四聲字的連續使用，形成「51‧51‧51‧51」調值

高低起伏變化大，能夠能傳達詩人強烈的情緒。 

 

 

 

第四第四第四第四節節節節    規律反覆的聲調規律反覆的聲調規律反覆的聲調規律反覆的聲調    

 

當聲調有規律的變化，也能形成規律的形式，筆者嚐試以四聲有規律的間隔

出現方式測試，就如同音樂的「碰恰碰恰」「碰碰恰恰」的節奏，再加上音調本

身又有高低的起伏，以聲調規律地搭配，來檢視鄭愁予在聲調中的使用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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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型型型型    

     

這一型的音高調值表現為「55‧35‧55‧35」，聲調順逆的表現為「順順順」

音高的變化不強烈，音高調值在 5與 3之間擺盪，但是起伏的規律不大，無法強

烈傳達情感，因此，搜尋鄭愁予的詩句，連續出現這樣的聲調表現的句子，僅有

5句，筆者推測因為聲調起伏不夠明顯，因此詩人很少以此形式來展現情感的起

伏。 

 

1. 飲著那酒的我的裸體便美成一支紅珊瑚（裸的先知） 

2. 孤獨 不上教堂 常在森林中徜徉（浪子麻沁） 

3. 落花從高原的家鄉流下（縴手） 

4. 四月招來鮮活的疫癘（北京北京） 

5. 必須 必須迎接您的誕生（衣鉢） 

 

二二二二、「、「、「、「一三一三一三一三一三一三一三一三」」」」型型型型    

 

這一型的音高調值表現為「55‧214‧55‧214」，聲調順逆的表現為「逆順

逆」。第三聲與第一聲的搭配，就自然語感而言就不是很順口，加上調值變化起

伏不明顯，雖然有高調值的5，也有低調值的1，但是5與1之間出現了調值2作為

緩衝，聲調的起伏沒有很明顯，因此，在詩中出現的機率也不高，只出現了7句。 

 

1. 當薄霧垂縵，低靄鋪錦（隕石） 

2. 即招呼也該有個邏輯的手勢呀（三年） 

3. 莞然於冬旅之始（一０四病房） 

4. 足路上  被阻於參差的白幡與車馬 （最後的春闈） 

5. 當你底生日，忌辰，敲出你心底的安寧. （寄埋葬了的獵人） 

6. 依稀是兒時的風沙與刀馬（武士夢） 

7. 自銀行中提出點滴苦的款子吧（衣鉢‧熱血） 

 

 

三三三三、「、「、「、「一四一四一四一四一四一四一四一四」」」」型型型型    

 

這一型的音高調值表現為「55‧51‧55‧51」，聲調順逆的表現為「順逆順」。

1414型的音高表現也是屬於在最高和最低音間震盪，由最高5驟降至1，再由1陡

升至5，調值波動大，在詩中出現了25句。  

 

1. 而，朋友啊！你說這些不都是小事麼（風雨憶） 

2. 那青年的七個心竅的狂熱（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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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舟的影，像鷹一樣，像風一樣穿過……（港夜） 

4. 空的眠床  是軟軟的灰色偎襯著我（靜物） 

5. 來自北力的小朵雲，一列一列的（嘉義） 

6. 湖山在腳上東轉，竟牽動黑色的連峰如齒輪（左營） 

7. 且返身再觀照（梵音） 

8. 我如果是你，我將在黑夜的小巷巡行（盛裝的時候） 

9. 啊 書生 你第一筆觸的輕墨將潤出甚麼 （最後的春闈） 

10. 是霧凝成了露珠，抑乎露珠化成了霧（編秋草三） 

11. 谷底流過小溪，那清沁是悠遠的（寄埋葬了的獵人） 

12. 靠許多電杆木休息（旅程） 

13. 居庸關那些大大方方的磚……（燕雲之四） 

14. 搭向西方，搭向希望（想望） 

15. 千萬張日曆上出納的感情（生命中的小立） 

16. 是否你們都相信黑色的謊言（自由底歌） 

17. 我常走在人類的災難之後（真理的歌） 

18. 是十三個黑色的麻點（命運） 

19. 可是阿爹不聲不響讓我心里驚（颱風板車） 

20. 可是阿爹卻趴在地上臉色轉了青（颱風板車） 

21. 泥地的伕隊中那浪子又站著（縴手）  

22. 您把自己當一枝箭那麼射出（衣鉢） 

23. 然而  在祖宗用以辨認節令的星空之下（春之組曲‧春霧） 

24. 在先知用以肯定命運的天象之下（春之組曲） 

25. 一切景物都通過巴士的窗口（春之組曲‧春飆） 

 

四四四四、「、「、「、「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型型型型        

 

這一型的音高調值表現為「35‧55‧35‧55」，聲調順逆的表現為「順順順」。

調值在3和5之間起伏，但因為起伏不大，無法傳達強烈的情感，所以僅出現6句。 

 

1. 黃昏時收割的快樂把夢想餵得飽飽的（金門集‧土） 

2. 以同樣如玉之身，共游於清冥之上（落帆） 

3. 與乎我把話梅核兒錯擲於金魚缸裏的事 （除夕） 

4. 阿爹慢慢坐起來終於說了話（颱風板車） 

5. 自銀行中提出點滴苦的款子吧（衣鉢‧熱血） 

6. 我們乃如朝陽昇出（垂直的泥土） 

 

五五五五、、、、「「「「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型型型型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20 

這一型的音高調值表現為「35‧214‧35‧214」，聲調順逆的表現為「逆逆

逆」。以口語而言，這樣的搭配是很不順口的，但是，因為音高調值的變化起伏

比起2121型還多，因此在詩中出現了14句。 

 

1. 該有一個人倚門等我（夢土上） 

2. 我的行囊也沒有劍（殘堡） 

3. 如紫竹掩一泓欲語的流水（結語） 

4. 除圓與直角，及無數（港邊吟） 

5. 桅蓬與繩索…… （水手刀） 

6. 垂落于錦軸兩端的（小詩錦） 

7. 啊，一輪古城垛，被旋為時間的驛站（左營） 

8. 空了的敞廳遺給誰，我便在有哭聲的門前（盛裝的時候） 

9. 也瀏覽著，而且回想最後一役的時節 （厝骨塔） 

10. 那靚女 平貼於無可縫補的病（草生原） 

11. 即骨格也是寶石（貝殼） 

12. 當成年來到而無恥國土的時候（春之組曲春飆） 

13. 如聖唐的大道  重劃的田隴如髮一樣直（春之組曲‧春花） 

 

六六六六、「、「、「、「二四二四二四二四二四二四二四二四」」」」型型型型    

 

這一型的音高調值表現為「35‧51‧35‧51」，聲調順逆的表現為「順順順」。

在調值表現上有從高處5向低處1陡降，調值起伏明顯，在詩中共出現了64句。 

 

1. 不再流浪了，我不願做空間的歌者（偈） 

2. 甜意流下來 盛於 最後的杯中（靜物） 

3. 還不如在小醺中忍受，青山的遊戲（雨季的雲） 

4. 而卻不見了 那著人議論的（浪子麻沁） 

5. 而獵人自多霧的司馬達克歸來（浪子麻沁） 

6. 而少年不知惜虹 碎嚼了滿苑（花季） 

7. 一步一個痕跡的駱駝蹄子（想望） 

8. 從這一異端 渡向 彼一異端(仰望) 

9. 而盡頭處 白著車站和綠著酒肆  那兒（春之組曲‧春花） 

10. 結伴而去的幽 散為隨緣的禪（南海上空） 

11. 宇宙也遺忘我，遺忘一切，靜靜地（定） 

12. 我寧願回去（風雨憶） 

13. 一切都開始了，而海洋在何處（賦別） 

14. 有寂寞含在眼裹的旅客（野店） 

15. 以同樣如玉之身，共游於清冥之上（落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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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虛無在崖上時，對著我（崖上） 

17. 來啊，隨我立於這崖上（崖上） 

18. 小小的殞石是來自天上，羅列在故鄉的河邊（隕石） 

19. 當薄霧垂縵，低靄鋪錦（隕石） 

20. 把一份期待舉起（七月） 

21. 聖誕的小鈴鐺，又搖過一串祝福（三年） 

22. 敲叮叮的耳環在濃密的髮叢找航路; （如霧起時） 

23. 今年還不能計算出尚有多少月蝕（星蝕） 

24. 則彩虹是垂落的菀蔓（戀） 

25. 銀河是遺下枝子（戀） 

26. 酉時起程的蓬車，將春秋雙塔移入薄暮（左營） 

27. 我不欲離去，我怎捨得，這美麗的臨刑的家居。（貴族） 

28. 媳婦兒的家曾是昔日的花轎（媳婦） 

29. 那町町有聲的陶瓶還未垂下來（天窗） 

30. 而結束於一聲鼓……那夕陽的紅銅的音色（知風草） 

31. 每天，每天，你底春晴太明亮！ （四月贈禮） 

32. 我多麼願望，即使死亡是躩向地獄（盛裝的時候） 

33. 我想登高望你，「海原」原是寂寞的（編秋草） 

34. 我住得高，那眺望是疊入於幻影的， （寄埋葬了的獵人） 

35. 那耽於嬉戲的陣雨已玩過桐葉的滑梯了（馬達拉溪谷） 

36. 宛如亞美達的歌聲來自一個故事（雲海居一） 

37. 他去年當兵 今年自城巿來（浪子麻沁） 

38. 反正 大荒年以後 還要談戰爭（旅程） 

39. 聽診器那般索在胸上 而夕陽像花鼓（草生原） 

40. 那聲聲的木鐸來自何處（燕雲之八） 

41. 草苔肆意地題畫於扇子亭（燕雲之九） 

42. 而早餐時 承露盤會舉起新謫的星星（燕雲之九） 

43. 巡邏少年正挽著他們的虎（六月） 

44. 這片不會浮動的屋宇（老水手） 

45. 也許還要爬過一道橋樑（旅夢） 

46. 小溪像酒，像乳，像愛你的人叫名字 （神曲） 

47. 你是與春光嬉逐去談戀愛的 （神曲） 

48. 那時縱然被孩子們任意撿拾（貝殼） 

49. 化一個沉默（生命中的小立） 

50. 正忙過一個暴君的葬禮而休息（自由底歌） 

51. 那四十磅白報紙上的鉛字，也是的（大農耕時代） 

52. 以尺子和顯微鏡研究每個細胞的染色素 （大農耕時代） 

53. 板車一寸一寸往上爬（颱風板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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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自由猶凝在舌上（北京北京） 

55. 意志的成岩是歷史的建材和層次(岩) 

56. 祖國啊，祖國！終於去革命了（衣鉢‧熱血） 

57. 青年的心常為一句口號（衣鉢‧熱血） 

58. 或者把同志來握 緊緊緊緊地握（衣鉢‧熱血） 

59. 數千里的平原上瀰漫著風沙和野心（衣鉢‧背影） 

60. 我們不是流過淚便算了的孩子（衣鉢‧衣鉢） 

61. 當締造一個國度一如焦灼的匠人（春之組曲‧春雷） 

62. 是的  一頁星圖被夾入歷史（春之組曲‧春雷） 

63. 抵抗  抵抗  誰要侵略誰就得一寸一寸地死去（春之組曲‧春草） 

64. 投郵過絕命書的手（無終站列車） 

 

七七七七、「、「、「、「三一三一三一三一三一三一三一三一」」」」型型型型    

 

這一型的音高調值表現為「214‧55‧214‧55」，聲調順逆的表現為「順逆

順」。雖然有高調值5與低調值1，但在一字的結束處的調值為4，到第二個字開頭

的調值為5，兩個字間的調值變化不大，接著由調值5到2，結束處又從調值 4到

下一個字的調值5，調值5與1之間還有其他調值緩衝，因此起伏不強烈。在詩中

只出現了9句。 

 

1. 像雨絲，在星斗與星斗間的路上（雨絲） 

2. 有松火低歌的地方啊（野店） 

3. 許多許多眸子，在我的髮上流瞬（清明） 

4. 我要回歸，梳理滿身滿身的植物（清明） 

5. 那流水，你的足胝便踩過，許多許多名字（嘉義） 

6. 可是阿爹不聲不響讓我心里驚（颱風板車） 

7. 然後 雨絲很輕柔地洗著（春之組曲‧春雷） 

8. 歷史終於解開久封的錦囊（春之組曲‧春飆） 

9. 撩起你心底輕愁的是海上徐徐的一級風（夜謌） 

 

八八八八、「、「、「、「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型型型型    

 

這一型的音高調值表現為「214‧35‧214‧35」，聲調順逆的表現為「逆逆

逆」。在音高調值的變化中，不是很明顯，第一字的結束處的調值為4，到了第二

字的開頭調值為3，變化很小，第二字結束處的調值為5，到了第三字的開頭調值

為2，下降的幅度也不大，因為調值變化不是很強烈，所以出現的機率也不高，

共出現了11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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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雪溶後柔軟的泥土 召來第一批遠方的登山客（浪子麻沁） 

2. 也來往於紅花與白花之間（草生原） 

3. 想起南海晨間的星子（結語） 

4. 敲叮叮的耳環在濃密的髮叢找航路（如霧起時） 

5. 突然，秋垂落其飄帶，解其錦囊（晚雲） 

6. 而滿天欲墜的星斗如果實（夜謌） 

7. 我的鬚眉已是很長很長了（雲海居一） 

8. 有的說 雪溶以前他就獨登了雪峰（浪子麻沁） 

9. 使會錯意的紙一樣的百合以為（草生原） 

10. 那徵召令莊嚴的紫光乃燭天而起（春之組曲‧春飆） 

11. 如盛唐的大道 重劃的田隴如髮一樣直（春之組曲‧春花） 

 

九九九九、「、「、「、「三四三四三四三四三四三四三四三四」」」」型型型型    

 

這一型的音高調值表現為「214‧51‧214‧51」，聲調順逆的表現為「順逆

順」。在音高調值的變化中雖然有第三聲的字，但是因為搭配了調值由5驟降1的

第四聲字，調值變化是比較大的，在詩集中共出現27句。  

 

1. 這土地我一方來（偈） 

2. 我們併手烤過也對酒歌過的（鄉音） 

3. 如今又已是廣闊的草原了（賦別） 

4. 我們底歌呀，也遺落在每片土地（小河） 

5. 宇宙有你，你創宇宙（崖上） 

6. 當我小寐，你是我夢的路（小溪） 

7. 思想不也重了麼（愛，開始） 

8. 蔭影像掩飾一個缺陷（島谷） 

9. 小鳥跳響在枝上，如琴鍵的起落（小小的島） 

10. 帆上的補綴已破了……（貝勒維爾） 

11. 把夢剪斷（相思） 

12. 所以我是雪線以上的生物（雪線） 

13. 已掛起在牆外高大的旅人木（晨） 

14. 而我便祇是一個陳列的人（靜物） 

15. 我已回歸，我本是仰臥的青山一列（清明） 

16. 我是北地忍不住的春天（天窗） 

17. 我願我恰在盛裝的時侯（盛裝的時候） 

18. 哎，此際我便是你，美少年而耽於逸樂（盛裝的時候） 

19. 冥然間，兒時雙連船的紙藝挽臂漂來（右邊的人） 

20. 頃渡彼世界 已遐回首處（霸上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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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啊 那晚 他們交頸而很慢很慢才釘在十字上（醉溪流域二） 

22. 莫非三月只是索嫁（草生原） 

23. 海浪打傲了我的生活（想望） 

24. 我們，已被寫進賣身契了（神曲） 

25. 我贈給世界最後的一句詩（當我復活的時候） 

26. 黃昏時收割的快樂把夢想餵得飽飽的(土) 

27. 抵抗  抵抗  誰要侵略誰就得一寸一寸地死去（春之組曲‧春草） 

    

十十十十、「、「、「、「四一四一四一四一四一四一四一四一」」」」型型型型    

 

這一型的音高調值表現為「55‧51‧55‧51」，聲調順逆的表現為「逆順逆」。

在音高調值的變化中，有從高調值5陡降至調值1，也有從低處攀升到5，調值變

化是比較大的，在詩集中共出現26句。  

 

1. 遠天飄飛的雲絮與一階落花（客來小城） 

2. 而，朋友啊！你說這些不都是小事麼（風雨憶） 

3. 當暮色又吸進一天的雲彩（琴心） 

4. 竊聽一些我忘了的童年，而且回憶那些沉默（隕石） 

5. 那失去清輝的時辰像小小的魘夢（星蝕） 

6. 這一年代乃像新浴之金陽轟轟然昇起（除夕） 

7. 閒下來，我數著那些淡青的鞭毛（草履蟲） 

8. 北迴歸的圍牆上，瑟縮地棲息看（嘉義） 

9. 湖山在腳上東轉，竟牽動黑色的連峰如齒輪（左營） 

10. 仍在多上坡的雲脊……（媳婦） 

11. 這小小的一方夜空(方窗) 

12. 我原是愛聽罄聲與鐸聲的（水巷） 

13. 啊 書生 你第一筆觸的輕墨將潤出甚麼 （最後的春闈） 

14. 獵人結伴攀向司馬達克去（浪子麻沁） 

15. 靠許多電杆木休息（旅程） 

16. 是燈柱披著蓑衣麼（醉溪流域二） 

17. 好一番月升（九月） 

18. 在血濃的地方便開出花來（真理的歌） 

19. 倒掛在港澳的利齒上似一方舊餐巾（衣鉢‧芥子） 

20. 而戰爭仍是些賣身紙（衣鉢‧芥子） 

21. 在我第一次翻開實業計畫的輿圖就（衣鉢‧衣鉢） 

22. 不再穿那長袍兒如負擔太多的慈悲（春之組曲‧春草） 

23. 在先烈碑林感動下復甦（春之組曲‧春草） 

24. 霧消了  號聲像驕陽一樣在青空打閃（春之組曲‧春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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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讓一端托福一端阿哥哥的重擔擱下吧（春之組曲‧春飆） 

26. 而且 擦了又擦那隻撥殼鎗吧（無終站列車）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四二四二四二四二四二四二四二四二」」」」型型型型    

 

這一型的音高調值表現為「51‧35‧51‧35」，聲調順逆的表現為「順順順」。

在音高調值的變化中，有從高調值5陡降至調值1，調值變化是比較大的，在詩集

中共出現48句。  

 

1. 曾嬉戲於透明的大森林（雨絲） 

2. 而我只帶來一壺酒（夢土上） 

3. 那有少年不馳馬（牧羊女） 

4. 虛無在崖上時，對著我（崖上） 

5. 來啊，隨我立於這崖上（崖上） 

6. 聖誕的小鈴鐺，又搖過一串祝福（三年） 

7. 自從愛情忸怩地開始，小蓮莉（愛，開始） 

8. 則你的健康是鬱鬱的，愛情是徐徐的 （小小的島） 

9. 但哪兒是您底[我]呀（船長的獨步） 

10. 熱帶的海面如鏡如冰（船長的獨步） 

11. 可為啥不抬起妳底臉 （海灣） 

12. 甜意流下來 盛於 最後的杯中（靜物） 

13. 雨水開始浸蝕壁圖 一幅（靜物） 

14. 不即不離（梵音） 

15. 那町町有聲的陶瓶還未垂下來（天窗） 

16. 我住得高，那眺望是疊入於幻影的（寄埋葬了的獵人） 

17. 梵谷與米勒不再突出於你底風景了 （寄埋葬了的獵人） 

18. 何時你寄回信來，歡迎我去 （寄埋葬了的獵人） 

19. 在同向黎明而反向的路上碰到了（小站之站） 

20. 不能再前 前方是天涯（霸上印象） 

21. 茫茫復茫茫 不期再同首（霸上印象） 

22. 遂成為雲的呼吸……縹緲地……（雲海居二） 

23. 他去年當兵 今年自城巿來（浪子麻沁） 

24. 多想跨出去， 一步即成鄉愁（大武祠） 

25. 風一樣的胸毛 變奏一樣的風（草生原） 

26. 叮叮噹噹笑在錢袋旁（草生原） 

27. 依然是那一列城堞（燕雲之三） 

28. 這片不會浮動的屋宇（老水手） 

29. 一步一個痕跡的駱駝蹄子（想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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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也許還要爬過一道橋樑（旅夢21） 

31. 隱閉堂奧於海底（貝殼） 

32. 那時縱然被孩子們任意撿拾（貝殼） 

33. 化一個沉默（生命中的小立） 

34. 正忙過一個暴君的葬禮而休息（自由底歌） 

35. 那四十磅白報紙上的鉛字，也是的（大農耕時代） 

36. 我便不再復活（當我復活的時候） 

37. 意志的成岩是歷史的建材和層次（岩） 

38. 總不能讓少年像童養媳一樣地養大啊（芥子） 

39. 這豈僅是您四十年欲耕收的果實（衣鉢‧芥子） 

40. 這麼燙的熱血恨不得立即灑出（衣鉢‧熱血） 

41. 這傳自您的衣鉢我早整個地肩承（衣鉢‧衣鉢） 

42. 您坐得是如此之臨近（衣鉢‧衣鉢） 

43. 當締造一個國度一如焦灼的匠人（春之組曲‧春雷） 

44. 於是  留下春意是一群公園的樹依靠門票活著（春之組曲‧春霧） 

45. 用許多行為把孩子弄成透白的臉（春之組曲‧春霧） 

46. 讓浮雕像一樣的胸任雲撞擊（垂直的泥土） 

47. 其不禁漸漸滑入冥思的（召魂） 

48. 哎哎 我豈是情怯於摒擋的人（召魂）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四三四三四三四三四三四三四三四三」」」」型型型型    

 

這一型的音高調值表現為「51‧214‧51‧214」，聲調順逆的表現為「逆順

逆」。在音高調值的變化中，有從高調值5陡降至調值1，調值變化是比較大的，

在詩集中共出現27句。  

 

 

1. 這土地我一方來（偈） 

2. 念此際你已靜靜入睡（賦別） 

3. 蔭影像掩飾一個缺陷（島谷） 

4. 卻感到你微微地噓息. （我以這輕歌試探你） 

5. 卻感嘆握來八月的潮濕（雨季的雲） 

6. 這裡面有隱隱的（老水手） 

7. 去感動整個的下午(衣鉢‧仰望) 

8. 浪子未老還家 豪情為歸渡流斷（野柳岬歸省） 

9. 我們併手烤過也對酒歌過的（鄉音） 

10. 一條寂寞的路便展向兩頭了（賦別） 

11. 如今又已是廣闊的草原了（賦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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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這次我離開你，便不再想見你了（賦別） 

13. 我們底歌呀，也遺落在每片土地（小河） 

14. 像是流過幾萬里，流過幾千個世紀（小溪） 

15. 所以我是雪線以上的生物（雪線） 

16. 春的睫毛竟掩上我的窗（雪線） 

17. 參差的高度 是種內省的階梯（靜物） 

18. 我是北地忍不住的春天（天窗） 

19. 我便再去明日的拜會去忍受女子和空了的敞廳（盛裝的時候） 

20. 我怕夜已被擾了（十槳之舟） 

21. 一枝枝的野百合便走上軟軟的虹橋（北峰上） 

22. 因我割了所有旅人的影子用以釀酒（裸的先知） 

23. 莫非三月只是索嫁（草生原） 

24. 為你一閃生命的綴飾（真理的歌） 

25. 可是阿爹卻趴在地上臉色轉了青 （颱風板車） 

26. 黃昏時收割的快樂把夢想餵得飽飽的(土) 

27. 毛子們邁過已四百年了的古京坦（衣鉢‧芥子） 

 

十三十三十三十三、「、「、「、「一一二二一一二二一一二二一一二二」」」」型型型型    

 

這一型的音高調值表現為「55‧55‧53‧53」，聲調順逆的表現為「順順順」。

在音高調值的變化中，調值在5與3之間擺盪，調值變化不大，在詩集中共出現13

句。  

 

1. 一艘乳色的歐洲郵船（晨景） 

2. 用最細最細的噓息，吹開睫毛引燈塔的光（如霧起時） 

3. 西移的雲雨停歇 杯酒盈盈 荊扉茅簷 （最後的春闈） 

4. 十月的青空多遊雲（編秋草） 

5. 裊裊的鄉思焚為青煙（努努嘎里臺） 

6. 孤單而紅（北京北京） 

7. 為不負那堪五堪歌吟哦的鐵的音色（金門集一‧樹） 

8. 把天空擎回它的老地方吧（金門集一‧岩） 

9. 日出東方兮為恆星之最者（衣鉢‧背影） 

10. 啊  雖蹉跎而無人說老去  君不見（春之組曲‧春飆） 

11. 是一剪青絲融於雲的淨土（古南樓） 

12. 我們將翻犁垂直的泥土（垂直的泥土） 

13. 那原是波浪的形質，正飄飄搖搖地。（雨季的雲） 

    

十四十四十四十四、「、「、「、「一一三三一一三三一一三三一一三三」」」」型型型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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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型的音高調值表現為「55‧55‧214‧214」，聲調順逆的表現為「順逆

逆」。在音高調值的變化中，前兩個字的調質維持在5，接著由5下降到調質2，在

攀升到 4，調值起伏不是很大，在詩集中共出現15句。  

 

1. 妳底心是小小的窗扉緊掩（錯誤） 

2. 你挑燈挽我夜行（風雨憶） 

3. 風沙與理想都變得細膩 （編秋草） 

4. 群山慵慵悄悄（雪山莊） 

5. 春來，學生們就愛敲敲打打（燕雲之四） 

6. 我們的歌聲也響亮在海上（想望） 

7. 櫻花祇有五日,桃李也不長久（神曲） 

8. 逐浪逐花割取血肉的果實（大農耕時代） 

9. 松濤湧滿八加拉谷（望鄉人） 

10. 響徹大地的歡呼聲豈僅是「感恩」！（衣鉢‧背影） 

11. 這傳自您的衣鉢我早整個地肩承 （衣鉢‧衣鉢） 

12. 是誰成功都可以（春之組曲‧春雷） 

13. 向那  就是嚥了氣也忘不了的金光閃閃的黃河啊（春之組曲‧春草） 

14. 霧消了  號聲像驕陽一樣在青空打閃（春之組曲‧春飆） 

15. 當圖騰裏的亙古已遭冰斧解凍（垂直的泥土） 

 

十五十五十五十五、「、「、「、「一一四四一一四四一一四四一一四四」」」」型型型型    

 

這一型的音高調值表現為「55‧55‧51‧51」，聲調順逆的表現為「順順逆」。

在音高調值的變化中，前兩字的調質維持在高音5，連接到第三個字的開頭調質

也是5，由調值5驟降至1，在詩集中共出現26句。  

 

1. 我的燈將在那兒昇起（歸航曲） 

2. 而為甚麼挨近時冷，遠離時反暖，我也深深納悶著（鄉音） 

3. 使過往的春天都覆遍落葉（琴心） 

4. 我想以這輕歌試探你（我以這輕歌試探你） 

5. 用灰色的大翻襟蓋上那條美麗的紅領帶 （晚虹之逝） 

6. 那時，久久的沉寂之後，心中便孕了（左營） 

7. 雲遊了三千歲月（梵音） 

8. 我把它當片面紗送給你，（四月贈禮） 

9. 接近死亡，而將我的襟花插上那（盛裝的時候） 

10. 那兒大地的粗糙在這裏壓平（編秋草） 

11. 金童子躬身進入：啊，銀日之穹（雲海居一） 

12. 叮叮噹噹笑在錢袋旁（草生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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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以四肢樹做天演實驗（草生原） 

14. 丹楓自醉 雛菊自睡（燕雲之六） 

15. 出出進進的檣帆,我愛呀（想望） 

16. 窗扉上是八月的島上的叢蔭（想望） 

17. 湘江岸上小茶館的夜（想望） 

18. 代代的漁歌歡唱下（貝殼） 

19. 板車滾下高坡就要人的命（颱風板車） 

20. 左邊三個右邊四個把板車夾在當中（颱風板車） 

21. 阿爹慢慢坐起來終於說了話（颱風板車） 

22. 乃見三千萬震撼大地的彈劍人（金門集一‧樹） 

23. 集合者在天光中列隊走來（衣鉢‧仰望） 

24. 而首先告知天地和先人的 該是（衣鉢‧熱血） 

25. 功參造化的大智 大勇 大感召（衣鉢‧背影） 

26. 從試驗室、市場、和公事房中抽出智慧來（春之組曲‧春飆） 

27. 將松籟用亂針繡在雪般的白晝上（絹絲瀧） 

 

十六十六十六十六、「、「、「、「二二一一二二一一二二一一二二一一」」」」型型型型    

 

這一型的音高調值表現為「35‧35‧55‧55」，聲調順逆的表現為「順順順」。

在音高調值的變化中，調值在3與5之間起伏，後兩字的調質維持在調質5調值起

伏變化不是很大，在詩集中共出現13句。 

  

1. 記得河邊風雨的小徑（風雨憶） 

2. 至帳蓬如空虛的鼓（探險者） 

3. 使我成為波斯人了(方窗) 

4. 與學科學的女友爭論一撮骨灰在夜間能燃燒多久（厝骨塔） 

5. 的鄉思焚為青煙（努努嘎里臺） 

6. 連紋身都沒有（裸的先知） 

7. 雲沉於丹墀（燕雲之二） 

8. 月乃升自重樓氤氳的黃昏（燕雲之二） 

9. 凡微醺之貌總是孿生（野柳岬歸省） 

10. 上帝的笑臉恆朝西方的那刻（衣鉢‧仰望） 

11. 日出東方兮為恆星之最者（衣鉢‧背影） 

12. 是誰成功都可以（春之組曲‧春雷） 

13. 將看見  更年輕的一輩成為春飆的御者（春之組曲‧春飆） 

 

十七十七十七十七、「、「、「、「二二三三二二三三二二三三二二三三」」」」型型型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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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型的音高調值表現為「35‧35‧214‧214」，聲調順逆的表現為「順逆

逆」。在音高調值的變化中，前兩字的調值在3與5之間起伏，變化並不大到了第

三個字的調質變化念來拗口，在詩集中共出現13句。  

 

1. 紅與白揉藍與晚天，錯得多美麗（賦別） 

2. 少年馳馬訪親家（牧羊女） 

3. 多情而爽朗的（黃昏的來客） 

4. 流螢悄悄飄過去（三年） 

5. 我的離愁已聳出雲表了（雪線） 

6. 我醉著，靜的夜，流於我體內（清明） 

7. 當晚景的情愁因燭火的冥滅而凝於眼底（當西風走過） 

8. 採菇者已乘微雨打好了槽（浪子麻沁） 

9. 無人能了解神的性情（浪子麻沁） 

10. 亦無人能了解麻沁他自已（浪子麻沁） 

11. 在水成岩與火成岩之間（金門集一‧岩） 

12. 就這樣移植給祖國（春之組曲‧春雷） 

13. 依然是…忍不住把愛挖了根移植給祖國（春之組曲‧春霧） 

 

十八十八十八十八、「、「、「、「二二四四二二四四二二四四二二四四」」」」型型型型    

 

這一型的音高調值表現為「35‧35‧51‧51」，聲調順逆的表現為「順順逆」。

在音高調值的變化中，前兩字的調值維持在35之間，後兩句由調值有有從5驟降

至1，在自1攀升到5，調值變化大，在詩集中共出現27句。  

 

1. 風箏去了，留一線斷了的錯誤（賦別） 

2. 百年前壯士磨劍的地方（殘堡） 

3. 是誰傳下這詩人的行業（野店） 

4. 征一切的奇蹟於一個信心（探險者） 

5. 銀河在這裡曳下了瀑布(北投谷) 

6. 原來是這麼個黑裙的小精靈。（我以這輕歌試探你 

7. 長春藤一樣熱帶的情絲（水手刀） 

8. 港的藍圖晒不出一條曲線而且透明（晨景） 

9. 雲像小魚浮進那柔動的圓渾……（港夜） 

10. 那時，或將我感動，便禁不住把長錨徐徐下碇（姊妹港） 

11. 環立四鄰成為釀事（一０四病房） 

12. 徒留一葉未讀完的書冊在手（當西風走過） 

13. 而我鄰舍的頑童是太多了（北峰上） 

14. 正沾著秋，零零落落如露滴（秋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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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星星聞了，便搖搖欲落（努努嘎里臺） 

16. 草木亦如我，那時，我的遺骸就會這麼想（努努嘎里臺） 

17. 白鶴兒噙著泥鑪徐徐落地（雲海居一） 

18. 分界在同一個夕陽下 （大武祠） 

19. 期期艾艾地流過（醉溪流域） 

20. 憂傷的咽喉 歲月期期艾艾地流過（醉溪流域） 

21. 姻緣桅立在第六指上（醉溪流域二） 

22. 丹楓自醉 雛菊自睡（燕雲之六） 

23. 而石路在棲霞的谷中沒於流泉（燕雲之十） 

24. 於是青潤的柏油道上（四月） 

25. 斜陽在大漠上返照（六月） 

26. 以帶淚的眼頻頻問詢（旅夢） 

27. 又是雲焚日葬過了 這兒（野柳岬歸省） 

    

十九十九十九十九、「、「、「、「三三一一三三一一三三一一三三一一」」」」型型型型    

 

這一型的音高調值表現為「214‧214‧55‧55」，聲調順逆的表現為「逆順

順」。在音高調值的變化中，雖然有高調值5與低調值1，然而調值的瞬間變化並

不明顯，由調值2降到1，再調值從1攀升到4，接著維持在調值5，變化不是很強

烈的，在詩集中共出現19句。  

 

1. 我打江南走過（錯誤） 

2. 我把它當片面紗送給你，（四月贈禮） 

3. 我想登高望你，「海原」原是寂寞的（編秋草） 

4. 而為甚麼挨近時冷，遠離時反暖，我也深深納悶著（鄉音） 

5. 少年馳馬訪親家（牧羊女） 

6. 然而，你有輕輕的哨音啊（黃昏的來客） 

7. 讓我以招呼迎你吧（黃昏的來客） 

8. 想起家鄉的雪壓斷了樹枝（結語） 

9. 夢見女郎偎著小羊，草原有雪花飄過（小溪） 

10. 恕我以詩織錦（小詩錦） 

11. 而總比蕭蕭的下游多 總比（醉溪流域） 

12. 她取悅你以聲音,以彩色（神曲） 

13. 我只有深深的腳印（真理的歌） 

14. 風頂著頭蓋著臉雨水真真大（颱風板車） 

15. 松濤湧滿八加拉谷（望鄉人） 

16. 窗後是大嶺卡翻花的蘆海（盆地的城） 

17. 那時 除了風 壯士沒有甚麼可以依靠（衣鉢‧衣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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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從軋鋼機或打谷機中抽出手臂來（春之組曲‧春飆） 

19. 當圖騰理得亙古已遭冰斧解凍（垂直的泥土） 

 

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三三二二三三二二三三二二三三二二」」」」型型型型    

 

這一型的音高調值表現為「214‧214‧35‧35」，聲調順逆的表現為「逆逆

順」。在音高調值的變化中，雖然有高調值5與低調值1，然而兩者之間還隔著調

值4、3，調值變化在瞬間起伏不是很大，在詩集中共出現16句。  

 

1. 也許突然記起（老水手） 

2. 也有成排與成行的字體（自由底歌） 

3. 索水源於大山（島谷） 

4. 使我成為波斯人了(方窗) 

5. 你住的那小小的島我難描繪（小小的島） 

6. 永被記憶也僅逢一次的是你 

7. 那太空的黑與冷以及回聲的清晰與遼闊（隕石） 

8. 相遇，如兩朵雲無聲的撞擊（採貝） 

9. 褫盡襪履，哪，流水予人疊蓆的軟柔（嘉義） 

10. 溪旁的你底墓,好久好久沒人掃啦! （寄埋葬了的獵人） 

11. 老了的漁人，天擬假我浮鳧的羽衣否？（雲海居一） 

12. 採菇者已乘微雨打好了槽（浪子麻沁） 

13. 塔 糾結鐵馬成雷（望鄉人） 

14. 湧進中國古老而無備港口的（衣鉢‧芥子） 

15. 比血緣還要親 守護著理想（衣鉢‧熱血） 

16. 在水成岩與火成岩之間（金門集一‧岩） 

 

二十一二十一二十一二十一、「、「、「、「三三四四三三四四三三四四三三四四」」」」型型型型    

 

這一型的音高調值表現為「214‧214‧51‧51」，聲調順逆的表現為「逆順

逆」。在音高調值的變化中，有從高音調值驟降至1，也有從1立刻攀升到調值5，

調質變化強烈在詩集中共出現31句。  

 

1. 我想告訴他，昔日小棧房炕上的銅火盆（鄉音） 

2. 子午線是一串暗藍的珍珠（如霧起時） 

3. 我也是木風為伴的靜物（靜物） 

4. 所有踏過的港口上（老水手） 

5. 我也是一株 一株錦葵般耽於仰望的青年（衣鉢‧衣鉢） 

6. 念此際你已靜靜入睡（賦別）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33 

7. 而我遊戲，乘大浪擠小浪到岸上（港邊吟） 

8. 落葉摟著風也舞過去（三年） 

9. 我在井底仰臥看，好深的井啊（天窗） 

10. 源自春泉的水已在四壁閒蕩著（天窗） 

11. 呵手而笑 喜我頓悟於往日的痴迷（最後的春闈）  

12. 我告訴你,你所惦記的人（寄埋葬了的獵人） 

13. 依舊是這三個樵夫也走過去了（厝骨塔） 

14. 因我已是這種年齡（卑亞南蕃社） 

15. 我們也許被歷史安頓了（馬達拉溪谷） 

16. 三月的司介欄溪，已有涉渡的人（浪子麻沁） 

17. 擁有整座弄風的竹城（醉溪流域） 

18. 她任意地走著 隨便揀枝百合坐下（草生原） 

19. 我們的歌聲也響亮在海上（想望） 

20. 春的質料是時間,永遠兌換，絕不給予（神曲） 

21. 我常常是死亡,使你戰慄（真理的歌） 

22. 揣想妳在夕陽裏撲粉的心情（娼女） 

23. 而草履已自解 長髮也已散就（野柳岬歸省） 

24. 啊 水酒漾漾的月下（野柳岬歸省） 

25. 使每種顧客在轉身中迷失（春之組曲‧春草） 

26. 春霧把所謂羞恥 苦難 統統在佚名的名下捐掉（春之組曲‧春霧） 

27. 然而 在祖宗用以辨認節令的星空之下（春之組曲‧春霧） 

28. 在先知用以肯定命運的天象之下（春之組曲‧春霧） 

29. 於是 趕往報到的腳步向勁雨行在大地上（春之組曲‧春飆） 

30. 多少種子在地層中隱忍 隱忍（春之組曲‧春飆） 

31. 當殘冬悲劇的調侃已落幕（春之組曲） 

 

二十二二十二二十二二十二、「、「、「、「四四一一四四一一四四一一四四一一」」」」型型型型    

 

這一型的音高調值表現為「51‧51‧55‧55」，聲調順逆的表現為「逆逆順」。

在音高調值的變化中，從高音出發驟降至1，在從調值 1立刻攀升到調值5，接著

維持在高調值5，前面兩字的調值變化強烈，在詩集中共出現45句。  

 

1. 我的燈將在那兒昇起（歸航曲） 

2. 不再流浪了，我不願做空間的歌者（偈） 

3. 就在山腰上找一塊石頭坐下來（風雨憶） 

4. 你說，你真傻，多像那放風箏的孩子（賦別） 

5. 夢見春天不來，我久久沒有話說（小溪） 

6. 不信？十一月偶現的太陽是不施脂粉的（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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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唉唉，一定是剛剛考進大學的女學生（晨景） 

8. 把一道天然的七彩弧放在西方（晚虹之逝） 

9. 又像是冬天（晚雲） 

10. 誰識!西風與落葉輕徵的一觸（允諾） 

11. 或笑聲中不意地休止（度牒） 

12. 它會是墓宮中藍幽幽的甬道(方窗) 

13. 所有的船你將看不清她們的名字（夜謌) 

14. 獵人哪,又是秋天來了! （寄埋葬了的獵人） 

15. 窺看我們猶當昔日一撥撥的淘金人（馬達拉溪谷） 

16. 偶爾 在部落中賒酒 向族人寒暄（浪子麻沁 

17. 漫踱過星星的芒翅（風城） 

18. 哎 她是病了 三月在她腰中栽藏了什麼（草生原） 

19. 樂意誇張她存憶中的痛苦（草生原） 

20. 春來，學生們就愛敲敲打打（燕雲之四） 

21. 居庸關那些大大方方的磚（燕雲之四） 

22. 右袖西風 八大處乃臥遍泥醉的亭臺（燕雲之十） 

23. 我們便怒放生命的全花（貝殼） 

24. 黯然間撕碎隔夜的薔薇（生命中的小立） 

25. 我不再用口哨吹奏這些憂鬱（生命中的小立） 

26. 想啊 必能恆久的感受大地馨香而切膚的體溫吧（金門集二‧土） 

27. 在此空敞的紀念廳之一端（衣鉢‧仰望） 

28. 在那一切誕生都是平凡的（衣鉢‧仰望） 

29. 渤海灣被旅大和膠東特區擠得更瘦了（衣鉢‧芥子） 

30. 即被泰西工業的驕陽曬死（衣鉢‧芥子） 

31. 就為的是這一聲稱呼（衣鉢‧熱血） 

32. 在錯落的關山之間 在大風之上（衣鉢‧背影） 

33. 堅信仁者的熱血必能把正義孵出（衣鉢‧背影） 

34. 今天 又是初冬過去（衣鉢‧衣鉢） 

35. 我們「生命」的字義已和「獻身」相同（衣鉢‧衣鉢） 

36. 而且我們要再現那些先烈的感動（衣鉢‧衣鉢） 

37. 這是出發（春之組曲‧春草） 

38. 蠹魚群在沙翁府中錄製鼾聲（春之組曲‧春霧） 

39. 霧消了  號聲像驕陽一樣在青空打閃（春之組曲‧春飆） 

40. 讓一端托福一端阿哥哥的重擔擱下吧（春之組曲‧春飆） 

41. 要到邊疆去  邊疆有明日的戰爭（春之組曲‧春花） 

42. 讓我們是水花在時間的瀑布中怒放聲音（春之組曲‧春花） 

43. 你抿著的那一雙蜂鳥在睡眠中（南湖居） 

44. 恰似匹匹採食的巨象（夜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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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我多想望妳張起那一天音符的網（琴心） 

 

二十三二十三二十三二十三、「、「、「、「四四二二四四二二四四二二四四二二」」」」型型型型    

 

這一型的音高調值表現為「51‧51‧35‧35」，聲調順逆的表現為「逆順順」。

在音高調值的變化中，先從調值5出發，音調值驟降至1，再從1立刻攀升到調值 

5，接著在調值3與5之間擺盪，前半部的調值變化強烈，在詩集中共出現53次。  

 

1. 三月的綠色如流水（客來小城） 

2. 和睡意矇矓的駝鈴（黃昏的來客） 

3. 像置於匣內的大提琴（俯拾） 

4. 我總是先過黃昏後度黎明（山居的日子） 

5. 不必為自然臨摩，以你文彩之筆（崖上） 

6. 至帳蓬如空虛的鼓（探險者） 

7. 在我憂鬱的眼神最適宜停落的線上（小溪） 

8. 夜是濃濃的，溫溫的，像蓬鬆的髮。(北投谷) 

9. 那時我是牧童而你是小羊（小小的島） 

10. 被用于寂寞，被用于歡樂（水手刀） 

11. 被用于航向一切逆風的（水手刀） 

12. 莫放進離愁吧（相思） 

13. 仰視那藍河多峽而柔緩（晚雲） 

14. 環立四鄰成為釀事（一０四病房） 

15. 此刻，我是這樣油然地記取，那年少的時光（當西風走過） 

16. 偶然間，我是勝了，造物自迷於錦繡的設局（生命） 

17. 啊 鐘鼓 四十二字妙陀羅（梵音） 

18. 是一疊唱片樣轉而不眩的下午（媳婦） 

19. 無奈梅香總趁日斜時候（媳婦） 

20. 抑是迢迢的功名 （最後的春闈） 

21. 是霧凝成了露珠，抑乎露珠化成了霧（編秋草） 

22. 幽靈們靜坐於無疊蓆的冥塔的小室內（厝骨塔） 

23. 扮一群學童那麼奔來（馬達拉溪谷） 

24. 無論怎麼靠緊都仍是一群浮萍的時候（春之組曲‧春飆） 

25. 雲如小浪，步上石墀了（雲海居一） 

26. 分界在同一個夕陽下 （大武祠） 

27. 便不祇是立著像那雛菊 （大武祠） 

28. 歲月期期艾艾地流過（醉溪流域） 

29. 憂傷的咽喉 歲月期期艾艾地流過（醉溪流域） 

30. 原始的混沌就迎門立著（燕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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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秋色一庭如蘭舟靜泊看（燕雲之六） 

32. 寫妙室的半壁自呈石綠（燕雲之九） 

33. 向上會寂寞 穿過碧雲的寺宇（燕雲之十） 

34. 熱切於呈獻的（貝殼） 

35. 愛看急急的行色（騎電單車的漢子） 

36. 板車越重越是爬不動（颱風板車） 

37. 又是雲焚日葬過了 這兒（野柳岬歸省） 

38. 這又是雄黃酒一般豐潤的色澤（金門集二‧土） 

39. 這又是情人的色澤（金門集二‧土） 

40. 卻是您成長的季候（衣鉢‧仰望） 

41. 是扯著各色洋旗的大火輪（衣鉢‧芥子） 

42. 次殖民地！ 次殖民地（衣鉢‧芥子） 

43. 這就是您革命的工程（衣鉢‧芥子） 

44. 營建閉塞而龐巨的中國（衣鉢‧背影） 

45. 必使之進入萬世的邦基 像聖靈一樣的做工（衣鉢‧背影） 

46. 統一 統一 這是和平的第一義（衣鉢‧背影） 

47. 就這樣移植給祖國（春之組曲‧春雷） 

48. 一步一回頭地……告別（春之組曲‧春草） 

49. 那是時間在顏面上的化妝算不得甚麼（春之組曲‧春飆） 

50. 秋天的疆土，分界在同一個夕陽下（邊界酒店） 

51. 便不祉是立著向那雛菊（邊界酒店） 

52. 當長夜向黎明陡斜（召魂） 

53. 不就是騎樓下的百萬姓氏（召魂） 

 

二十四二十四二十四二十四、「、「、「、「四四三三四四三三四四三三四四三三」」」」型型型型    

 

這一型的音高調值表現為「51‧51‧214‧214」，聲調順逆的表現為「逆逆

逆」。在音高調值的變化中，有從高音調值驟降至1，也有從1立刻攀升到調值5，

變化強烈在詩集中共出現33句。  

 

1. 夢見古老年代的寒冷，與遠山的阻梗（小溪） 

2. 卻在榖雨的絲中，懶得像一隻蛹了（知風草） 

3. 落葉以體溫 苔化了入土的榱樑（雪山莊） 

4. 想你在梳理長髮或是整理濕了的外衣（賦別） 

5. 那光明的形象，畢竟是縹緲而逝（落帆） 

6. 而我遊戲，乘大浪擠小浪到岸上（港邊吟） 

7. 小浪卻悄悄誘走了沙粒（港邊吟） 

8. 像採集著花束向你走近; （我以這輕歌試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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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永被記憶也僅逢一次的是你: 

10. 過一次紅葉，小園裏的秋色是軟軟的（草履蟲） 

11. 啊，那小巧的擺設是你手製的（未題） 

12. 容我掩耳之際，那奧秘在我體內迴響（清明） 

13. 黎明的聲響，因那是一小小的驛站（左營） 

14. 當輕愁和往事就像小小的潮的時候（夜謌) 

15. 而我底妻是架很好的紡織機，（卑亞南蕃社） 

16. 我會被長羽毛的海鳥羞死（裸的先知） 

17. 我是靠耳語傳聲的風的少年（花季） 

18. 春神是一等諂媚的神（神曲） 

19. 草地像水果盤子（神曲）  

20. 春神,這一等狠心的神（神曲） 

21. 我看見妳走進矮門的百貨店（娼女） 

22. 左邊三個右邊四個把板車夾在當中（颱風板車） 

23. 用力!用力!他們真是夠勇猛 （颱風板車） 

24. 犬聲就是耳語（北京北京） 

25. 窗後是大嶺卡翻花的蘆海（盆地的城） 

26. 淚呀 便再也忍不住地自凝視中湧出來（衣鉢‧仰望） 

27. 在無論哪裏（衣鉢‧熱血） 

28. 忘卻名字  是互喊老鄉的同命人（春之組曲‧春草） 

29. 這一切依然是先烈那種古樸的感動（春之組曲‧春霧） 

30. 錯過勝利即使是一聲寒暄也將是另一種語文（春之組曲‧春飆） 

31. 森林偶把天色漏給旅人的目（古南樓） 

32. 而光和熱的我們是另一種海（垂直的泥土） 

33. 當輕愁和往事就像小小的潮的時候 （夜謌） 

 

 

在以上的二十四種聲調模型中，都是屬於同聲調字隔一字出現的形式，形成

聲音節奏類似「碰恰碰恰」的規律，這二十四組的聲調模型在詩中出現的句數多

寡可以發現，鄭愁予對於調值驟降的第四聲字是有偏好的，當聲調模型中出現了

第四聲的字，所搜尋的句數就會比較多；相反的調值變化不大的聲調組合，鄭愁

予在詩中使用的機率就會少一些。 

 

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喜喜喜喜用第四聲字表達情感用第四聲字表達情感用第四聲字表達情感用第四聲字表達情感    

 

筆者在分析鄭愁予詩句的聲調模式中，利用四聲的搭配，以四個字為聲調模

型的基本數字，總共可以分類為 256種聲調模型，再根據測這 256種聲調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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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文字搜尋軟體測試，將每一組聲調模型下出現的句子找出來，再將測試後的

每個句子逐一檢視，並再將不符合的句子刪除，經過初步的歸納整理之後，每一

組的聲調模型在詩中出現的句數，就可以清楚呈現。在經過 256次的測試之後，

並且刪除了中間有停頓的造成聲調不連續的句子，將所有的聲調模型的句子條列

出來，每組聲音模式中的句子出現的次數，少則只有 5 句，多則 71 句，若是在

論文中將每個聲調模型出現的句子全數羅列，則所佔的篇幅過於龐大，光是搜尋

後歸類整理的資料有兩百多頁，若是將之寫入論文中，數量過於龐大，和竺師家

寧討論之後，也不列在附錄，只把它當成分析的資料，因此不依照本章第三、四

節的寫法將所有的句子羅列，僅以表格的方式呈現每個聲調模型出現的句數，只

在每個聲調模型中舉一個句子為例。 

為了利於分析觀察，筆者剛開始依據出現的句數的多寡，將 256種聲調模型

出現的句數依序排列，經過觀察後發現，當一組聲調模型中若出現愈多四聲字，

則在詩集中出現的句數就相對增多。於是將所有聲調模型以表格列出，標明調值

變化，在詩中出現的句數，並每組聲調模型中舉一句詩為例，最後則一欄則為在

詩集中出現的句數。以下根據聲調模型中是否有出現第四聲的字，區分為兩大類

討論，表格標示如下： 

 

 

（（（（一一一一））））聲調聲調聲調聲調模型中模型中模型中模型中無第四聲字無第四聲字無第四聲字無第四聲字，，，，出現在詩中的句出現在詩中的句出現在詩中的句出現在詩中的句數數數數量量量量極少極少極少極少    

 

在這一類型的聲調模型中，共同的現象是都沒有第四聲字出現，例如：編號

1，聲調模型是「三二三二」，在這一組的聲調變化中，沒有第四聲字，搜尋了整

本詩集，只出現了 5句，音高調值的變化沒有驟降的表現，調值的起伏是緩和的。

以下的聲調模型按照出現的次數，由少到多排列。 

 

（聲調模型中沒有出現第四聲字） 

編

號 

聲調模式 調值變化 舉鄭愁予詩集中一句詩為例 在詩

集中

出現

的句

數 

1. 三二三三 214‧35‧214‧

214 

回蜀去 巫山有雲有雨（一０四病房） 5 

2. 一二一二 55‧35‧55‧

35 

四月招來鮮活的疫癘（北京北京） 5 

3. 二一二一 35553555 我們乃如朝陽昇出（垂直的泥土） 6 

4. 一三三二 5521421435 這民族  雖古老而一如塵封的鐘（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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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組曲‧春草） 

5. 三三一三 21421455214 雨水開始浸蝕壁圖 一幅（靜物） 7 

6. 一三一三 5521455214 莞然於冬旅之始（一０四病房） 7 

7. 三三三三  214214214214 你有小小的姊妹港，嘗被春眠輕掩（姊

妹港） 

8 

8. 三一三一 2145521455 那流水，你的足胝便踩過，許多許多

名字（嘉義） 

9 

9. 三二二二 214353535 今夜你同誰來呢？同著（度牒） 9 

10. 二一一二 35555535 自由典  民主經  流放的諸子仍

多風塵（春之組曲‧春花） 

9 

11. 一三二二 552143535 別離已裝滿行囊（琴心） 9 

12. 二三三三 35214214214 當春風搖響鐵馬時（厝骨塔） 9 

13. 一三二三 5521435214 正微微掀妳裙角的彩綺（海灣） 10 

14. 三一二一 214553555 在你生活中（老水手） 10 

15. 三一三三 21455214214 當我散步，你接引我底影子如長廊（小

溪） 

10 

16. 三二三一 2143521455 偶然，有人舉出十月的手（雨季的雲） 10 

17. 三三二一 2142143555 我已回歸，我本是仰臥的青山一列（清

明） 

10 

18. 三三二一 2142143555 我已回歸，我本是仰臥的青山一列（清

明） 

10 

19. 二一三三 3555214214 別挑引我的感激，儘管馳過你晚風的

黑騎士(貴族） 

10 

20. 二三一一 352145555 太多易水爬滿關山  啊  大地（春之

組曲‧春草） 

10 

21. 三三二三 21421435214 於是藍天微扯起群角（七月） 11 

22. 三三二三 21421435214 於是藍天微扯起群角（七月） 11 

23. 三二三二 2143521435 我的鬚眉已是很長很長了（雲海居） 11 

24. 三一二二 214553535 且相逢於這小小的水巷如兩條魚（水

巷） 

11 

25. 三一三二 2145521435 我們窮過 在許多友人家借了宿（旅

程） 

11 

26. 二一一一 35555555 群山慵慵悄悄（雪山莊） 11 

27. 二一一三 355555214 與學科學的女友爭論一撮骨灰在夜間

能燃燒多久（厝骨塔） 

11 

28. 二一二三 355535214 隨木魚游出舌底的蓮花（梵音） 11 

29. 一一二三 555535214 一切皆緣春天而起（南海上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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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一三二一 552143555 誰願掛起一盞華燈呢? （四月贈禮） 11 

31. 一三三三 55214214214 修好所有的籬 結新的筏（浪子麻沁） 11 

32. 一三三一 5521421455 我要回歸，梳理滿身滿身的植物（清

明） 

12 

33. 二一三一 355521455 小窗，郵箱嘴般的（知風草） 12 

34. 三一一三 2145555214 我欲以詩織錦……（小詩錦） 12 

35. 三二一三 2143555214 啊 投巍峨的影且泳於滄海（大武祠） 12 

36. 三三三二 21421421435 我苦惱於溪中清亮的影子（生命中的

小立） 

12 

37. 二三三一 3521421455 幸而血仍熱  頭顱仍美  仍有滿

腔的激動（春之組曲‧春飆） 

12 

38. 二三一三 3521455214 不必為自然臨摩，以你文彩之筆（崖

上） 

12 

39. 三一一一 214555555 遠天飄飛的雲絮與一階落花（客來小

城） 

13 

40. 三二二三 2143535214 乃把結伴的流雲，作泊者的小帆疊起

（姊妹港） 

13 

41. 二一二二 35553535 那向蒼穹慨然擲出頭顱的那（春之組

曲‧春雷） 

13 

42. 二一三二 355521435 啊，你已陌生了的人，今夜你同風雨

來（度牒） 

13 

43. 二二一一 35355555 雲沉於丹墀（燕雲之二） 13 

44. 二二一三 353555214 歪脖子石人之學習說謊（除夕） 13 

45. 二二三一 353521455 我正忙於打發，灰塵子常年的座客（未

題） 

13 

46. 二二三三 3535214214 流螢悄悄飄過去（三年） 13 

47. 二三二三 3521435214 如盛唐的大道  重劃的田隴如髮一

樣直（春之組曲‧春花） 

13 

48. 一二二一 55353555 我如碎了殼的蝸牛蜷曲著（自由底歌） 13 

49. 一二二二 55353535 她是向你,向天國投郵的人（寄埋葬了

的獵人） 

13 

50. 一二三一 553521455 買了盒廉價粉,又低頭走出來（娼女） 13 

51. 一一二二 55553535 一艘乳色的歐洲郵船（晨景） 13 

52. 一一三二 555521435 恰似匹匹採食的巨象（夜謌） 13 

53. 二三二一 352143555 沒有河如此年青 年青得不堪舟楫（絹

絲瀧） 

14 

54. 一三一一 552145555 就像親手揭開覆身的冰雪（天窗）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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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二二二二 35353535 民族圖騰一樣的您底面容前(衣鉢‧仰

望) 

14 

56. 二二二三 353535214 如一列鯨行 頻頻迴首（大武祠） 14 

57. 三一二三 2145535214 北方原野上高粱起帳的季節（想望） 14 

58. 三三三一 21421421455 以我的一生為你點盞燈（小小的島） 14 

59. 二二二一 35353555 互擊額際而成回聲（鹿場大山） 15 

60. 二三二二 352143535 全個部落都搖起頭顱（浪子麻沁） 15 

61. 一一三三 5555214214 松濤湧滿八加拉谷（望鄉人） 15 

62. 一二一三 553555214 漂泊之女 花嫁於高寒的部落（風城） 15 

63. 三一一二 214555535 把天空擎回它的老地方吧（金門集

一‧岩） 

16 

64. 三三二二 2142143535 使我成為波斯人了(方窗) 16 

65. 一一二一 55553555 揭開黃昏的扉頁,不正是你詩句一樣

的星星（寄埋葬了的獵人） 

16 

66. 一一一一 55555555 鼾聲輕輕摸響它（探險者） 16 

67. 一一一三 555555214 鼾聲輕輕摸響它（探險者） 17 

68. 三二一一 214355555 在遠離家鄉的一個地方（無終站列車） 17 

69. 三二一二 214355535 七洋的風雨送一葉小帆歸泊（船長的

獨步） 

17 

70. 二三一二 352145535 我，流浪得如此奔疲（紅的，藍的） 17 

71. 一二三二 553521435 在中國版圖這塊並不平的棋枰上（衣

鉢‧芥子） 

17 

72. 一二三三 5535214214 把性的天才揀選（草生原） 17 

73. 二二三二 353521435 愛學淘沙的蘆荻們，便忙碌起來（馬

達拉溪谷） 

18 

74. 一二二三 553535214 而我也想著江南流水的黃昏（想望） 18 

75. 三二二一 214353555 我自人生來，要走回人生去（小河） 19 

76. 三三一一 2142145555 那時 除了風 壯士沒有甚麼可以依靠

（衣鉢‧衣鉢） 

19 

77. 三三一二 2142145535 而我失去了舊日的旅伴，我很孤獨（鄉

音） 

19 

78. 二二一二 35355535 每想起，如同成群奔馳的牧馬（編秋

草） 

19 

79. 一一一二 55555535 這是一段久久的沉寂，星天西移（左

營） 

19 

80. 一一三一 555521455 或者, 將歌聲吐出 （大武祠） 19 

81. 一二一一 55355555 晚歸的春寒悉悉有聲（望鄉人）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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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一三一二 552145535 堆滿叮嚀的別離（生命中的小立） 19 

83. 二三三二 3521421435 高處沒有鳥喉，沒有花靨（夢土上） 23 

 

在種 83 調模型可以發現，沒有第四聲出現聲調模型，在詩中出現的比例是

偏低的，最少的是 5句，最多的只有 23句，僅聲調「二三三二」出現 23句。 

 

（（（（二二二二））））聲調模型中聲調模型中聲調模型中聲調模型中出現出現出現出現第四聲第四聲第四聲第四聲遞增遞增遞增遞增，，，，在詩中在詩中在詩中在詩中統計統計統計統計的句子的句子的句子的句子數量數量數量數量相對增加相對增加相對增加相對增加    

在聲調模型中若有安排第四聲字，出現在詩中的句數就會增加，因此根據聲

調模型中第四聲字出現的次數分析，將之分為三種：第一種是在聲調模型中出現

一個第四聲字，第二種是在聲調模型中出現兩個第四聲字，第三種為在聲調模型

中出現四個四聲字。 

 

 

（（（（甲甲甲甲））））    在聲調模型中出現一個第四聲字在聲調模型中出現一個第四聲字在聲調模型中出現一個第四聲字在聲調模型中出現一個第四聲字    

 

在下列的表格中，所歸納出來的聲調變化模型中，第四聲字只出現了一次，

這樣的聲調模型共有一百零八種，每一種聲調模型出現的句數從最少的 11 句，

到最多的 47句。 

 

 

編

號 

聲調模式 調值變化 舉鄭愁予詩集中一句為例 在詩

集中

出現

的句

數 

 

1. 四一三一 515521455 姑娘戴花等出嫁（牧羊女） 11 

2. 四三三三 51214214214 讓我點起燈來吧（黃昏的來客） 11 

3. 三一四三 2145551214 小溪像酒,像乳,像愛你的人叫名字（神

曲） 

11 

4. 二三一四 352145551 春雷捶打三月在大地的砧上（衣鉢‧衣

鉢） 

12 

5. 四二一一 51355555 在檀香山 日本 在新舊大陸（衣鉢‧熱

血） 

14 

6. 二一四一 35555155 不能再前 前方是天涯（霸上印象） 14 

7. 一三一四 552145551 將使空洞的塵寰潮滿（垂直的泥土） 14 

8. 一四一三 555155214 不管陽光把收穫交給誰（春之組曲‧春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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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 

9. 一四三一 555121455 當生死的痛楚都通過母親（春之組曲‧

春雷） 

14 

10. 四一三二 515521435 想你在梳理長髮或是整理濕了的外衣

（賦別） 

15 

11. 四三三三 5155214214 正自灶中懵懂走出（秋祭） 15 

12. 四三二三 5121435214 把民族五千年的道統儲起（衣鉢‧芥子） 15 

13. 三四三三 5551214214 那是你春天的畫廊她正走過（寄埋葬了

的獵人） 

15 

14. 二三三四 35555551 凡微醺之貌總是孿生（野柳岬歸省） 16 

15. 二三四三 355551214 跫音不響，三月的春帷不揭（錯誤） 16 

16. 二三三四 3521421451 山崖高得難以仰望（島谷） 16 

17. 二三四三 3521451214 您把自己當一枝箭那麼射出（衣鉢‧背

影） 

16 

18. 三二四三 553551214 百年前英雄繫馬的地方（殘堡） 17 

19. 四二三三 513555214 立於風吼的峰上（山居的日子） 18 

20. 三三四三 214555155 而，朋友啊！你說這些不都是小事麼

（風雨憶） 

18 

21. 三三四三 5521451214 當妳唱起我這支歌的時侯（牧羊女） 18 

22. 四二三三 513521455 像已死的螺貝們仍陳列於海灘的（紅

的，藍的） 

19 

23. 三四三三 2145155214 春  春唱到五更已使夜蒼老（草生原） 19 

24. 三四二二 214513535 我正忙於打發，灰塵子常年的座客（未

題） 

19 

25. 二三三四 355521451 不必為人生詠唱，以你悲愴之曲（崖上） 19 

26. 四二三三 5135214214 推衾欲起的媳婦便悵然仰首（媳婦） 21 

27. 三三四三 2142145155 想你在風中掠著短髮的小立之姿（風雨

憶） 

21 

28. 三四三三 21451214214 宇宙有你，你創宇宙（崖上） 21 

29. 三二三四 553521451 今年五月的主人，不是繁花是戰爭（貝

勒維爾） 

21 

30. 三四三二 55515535 春草的葉絡猶有衝破冰層的創痕（春之

組曲‧春草） 

21 

31. 三三四三 21421451214 一隻蝸牛之想長翅膀（除夕） 22 

32. 三三四三 552145155 我們，都擠不出，這七月的密度（七月） 22 

33. 三三三四 555521451 我打江南走過（錯誤） 22 

34. 三三四三 55555155 春天日深，眉叢也更濃（愛，開始）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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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三二三四 55355551 以同樣如玉之身，共游於清冥之上（落

帆） 

22 

36. 三四二三 555135214 而祖宗榮耀泥土已接過不朽（春之組

曲‧春雷） 

22 

37. 四三二三 51553555 本不該縛它又放它（賦別） 23 

38. 四三三三 51555555 偃臥在群草與眾花之間（小溪） 23 

39. 四三三三 5121455214 別以陽光的手，探我春雨的簾子（貴族） 23 

40. 四三三三 5121421455 你要用力往上拉（颱風板車） 23 

41. 四三三二 5121421435 恕我巧奪天工了（小詩錦） 23 

42. 三三四二 214555135 小窗透描這畫的美予我（港邊吟） 23 

43. 三四三二 2145121435 那時我是牧童而你是小羊（小小的島） 23 

44. 二四二三 355135214 凝望遙遠的雲天（生命中的小立） 23 

45. 三四三三 55515555 搭向西方,搭向希望（想望） 23 

46. 三四三二 555121435 我要摘下久懸的桅燈（歸航曲） 23 

47. 四三二二 51553535 讓眼之劍光徐徐入韜（定） 24 

48. 三二四三 2143551214 都市的文明也不是妳的（娼女） 24 

49. 三三三四 21421421451 擁有整座弄風的竹城（醉溪流域） 24 

50. 三四三二 214515535 縱是腳步輕盈（七月） 24 

51. 三四二三 2145135214 容我掩耳之際，那奧秘在我體內迴響

（清明） 

24 

52. 三四三三 2145121455 月兒圓過了，已是晚秋（編秋草） 25 

53. 四二二三 513535214 三月的綠色如流水（客來小城） 25 

54. 三二四三 214355155 一個小小潮正拍著我們港的千條護木

（夜謌) 

25 

55. 三四二三 214513555 每個黃昏他必馳過,這一列街屋（騎電單

車的漢子） 

25 

56. 二三二四 35553551 兄弟！兒欲養而親何在（野柳岬歸省） 25 

57. 二二三四 353521451 雲如小浪，步上石墀了（雲海居一） 25 

58. 二三四二 352145135 港的藍圖晒不出一條曲線而且透明（晨

景） 

25 

59. 四三三三 515555214 我的燈將在那兒昇起（歸航曲） 26 

60. 四三二三 515535214 地球你不需留我（偈） 26 

61. 四三三二 512145535 那兒大地的粗糙在這裏壓平（編秋草） 26 

62. 四三二二 512143535 因我已是這種年齡（卑亞南蕃社） 26 

63. 三三三四 214555551 你該知道的，那灰色的貴族（貴族） 26 

64. 二四三三 355121455 谷底流過小溪,那清沁是悠遠的（寄埋葬

了的獵人）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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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三三三四 55555551 中央山脈的前襟了（俯拾） 26 

66. 三三四二 552145135 星敲門 遄訪星 皆為攜手放逐（召魂） 26 

67. 四二二三 51353555 夜寒如星子冷漠的語言（雪山莊） 27 

68. 四二三二 513521435 客來小城，巷閭寂靜（客來小城） 27 

69. 三二三四 2143521451 酒囊已盡了（牧羊女） 27 

70. 二二三四 35355551 把一些島的定定的羅盤擦亮（春之組

曲‧春霧） 

27 

71. 二四三三 355155214 隨地編理我們拾來的歌兒（小河） 27 

72. 二四三三 3551214214 春的質料是時間 ,永遠兌換 ,絕不給予

（神曲） 

27 

73. 三四二三 55513551 我總是先過黃昏後度黎明（山居的日

子） 

27 

74. 三三三四 2145521451 殞星美麗（生命中的小立） 28 

75. 三二二四 214353551 我來結束我底偈語了（結語） 28 

76. 三三四二 2142145135 你挑燈挽我夜行（風雨憶） 28 

77. 二三四三 352145155 從姊妹峰隙瀉下的夕暉（馬達拉溪谷） 28 

78. 三三四二 55555135 東風不來，三月的柳絮不飛（錯誤） 28 

79. 三三四三 555551214 我要說今年的西風太早（編秋草） 28 

80. 三三二四 552143551 酉時起程的蓬車，將春秋雙塔移入薄暮

（左營） 

28 

81. 四三三二 51555535 如今，是沙丘一片（殘堡） 29 

82. 四二三二 51355535 恰如青石的街道向晚（錯誤） 29 

83. 三三二四 2142143551 因等我的人早已離去（夢土上） 29 

84. 二四二三 35513555 我凝望流星，想念他乃宇宙的吉普賽

（鄉音） 

29 

85. 三二二四 55353551 星辰成串地下垂，激起唇間的溢酒（清

明） 

29 

86. 四三三三 512145555 安我腳步，慰我憂傷（琴心） 30 

87. 三三三四 2142145551 我是不會織錦的，你早知道（編秋草） 30 

88. 三四二二 55513535 摘下航程裏最後的信號（歸航曲） 30 

89. 三二三四 214355551 有人交換著流浪的方向（野店） 31 

90. 三二四二 55355135 星與眸子也以端詳告別（垂直的泥土） 31 

91. 二四三二 355121435 橫過祖國六千里浴血的前線（春之組

曲‧春草） 

31 

92. 三三三四 5521421451 多少彩色的歲月（貝殼） 31 

93. 四二二二 51353535 被離別磨亮（水手刀） 32 

94. 二二四三 35355155 索水源於大山（島谷）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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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三二四三 55355155 啊啊少年 縱讓星芒刺傷也是好的（垂

直的泥土） 

32 

96. 二二二四 35353551 被離別磨亮（水手刀） 33 

97. 二二四三 353551214 也許突然記起（老水手） 33 

98. 二三二四 352143551 流滿人世了（雨絲） 33 

99. 四三二三 512143555 浪子未老還家 豪情為歸渡流斷（野柳

岬歸省） 

34 

100. 三二四二 214355135 你沉重而酸惻的嘆息（小河） 35 

101. 三三二四 214553551 而滿天欲墜的星斗如果實（夜謌） 36 

102. 三三二四 55553551 每晨，你採海貝於，沙灘潮落（採貝） 36 

103. 二二四二 35355135 或許，透一點長空的寂寥進來（情婦） 37 

104. 三四三三 214515555 在暗澹的時日 我是攤開扉頁的書（靜

物） 

40 

105. 二三四二 35555135 而她是誰 ?是她打溪旁悠悠走過麼? 

（寄埋葬了的獵人） 

41 

106. 二四三三 35515555 風停，月沒，火花溶入飛霜（努努嘎里

臺） 

42 

107. 二四三二 35515535 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錯誤） 47 

108. 二四二二 35513535 你生命底盈盈的眼，才算迷人了（愛，

開始） 

47 

 

 

在上列的表格中，可以觀察到在聲調模型中若有一個四聲字，統計出現的句

數，比起聲調模型中沒有四聲字出現句數多，有出現一個四聲字的聲調模型中，

出現句數最少的是 11句，而出現最多的 47句。 

例如聲調模型為「二二二二」只有 18 句，但是若是將其中的一個第二聲改

為第四聲字，則可以發現「四二二二」聲調模型的有 32 句，「二四二二」有 47

句，「二二四二」有 37句，「二二二四」有 33句，因此聲調模型中有一個第四聲

字，比起沒有第四聲的聲調模型出現的句子多。 

從以上的表格還可以觀察到一個現象：在聲調模型中若是第四聲搭配第二聲

出現，也就是聲調模型中「四二」連續出現，或是「二四」連續出現出現的句數

就會增多。第二聲的調值變化是 35，第四聲的調值變化是 51，若聲調變化是「二

四」，調值變化是「35‧51」，音高從 3升到 5 再從 5 驟降到 1，音高先升後降變

化是大的；聲調是「四二」，調值變化為「51‧35」，音高從 5 先驟降到 1，再從

1緩升到 3 再到 5。 

 

（（（（乙乙乙乙））））    聲調模型中有兩個第四聲字聲調模型中有兩個第四聲字聲調模型中有兩個第四聲字聲調模型中有兩個第四聲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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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列的表格中，所歸納出來的聲調變化模型中，第四聲字出現了兩次，這

樣的聲調模型共有 54種，第每一種聲調模型出現的次數從最少的 19次，到最多

的 64次。 

 

 

編

號 

聲調 

模式 

調值變化 舉鄭愁予詩集中一句為例 在詩

集中

出現

的句

數 

1. 四三三四 5121421451 但我已是老了的旅人（黃昏的來客） 19 

2. 二一四四 35555151 啊！何其悠然地如雲之拭鏡（落帆） 23 

3. 一四一四 55515551 搭向西方，搭向希望（想望） 25 

4. 四一四一 51555155 我原是愛聽罄聲與鐸聲的（水巷） 26 

5. 一一四四 55555151 金童子躬身進入：啊，銀日之穹（雲海居

一） 

26 

6. 一三四四 552145151 當我散步，你接引我底影子如長廊（小溪） 26 

7. 四一三四 515521451 想如穗落的日子,想那些小事（風雨憶） 27 

8. 四一四三 515551214 我要摘下久懸的桅燈（歸航曲） 27 

9. 四三四三 5121451214 這裡面有隱隱的（老水手） 27 

10. 三四三四 2145121451 宇宙有你，你創宇宙（崖上） 27 

11. 二二四四 35355151 丹楓自醉 雛菊自睡（燕雲之六） 27 

12. 二三四四 352145151 像風，蝕我記憶（琴心） 27 

13. 四三四二 512145135 那兩瓣唇底紅菱（紅的，藍的） 28 

14. 四四一三 515155214 蒼茫自腋下昇起 這時份（野柳岬歸省） 29 

15. 四四二二 51513535 牢繫著那舊城樓的倒影的（客來小城） 29 

16. 一四三四 555121451 莫非三月只是索嫁（草生原） 29 

17. 一四四一 55515155 被用于航向一切逆風的（水手刀） 29 

18. 四一四二 51555135 說海的笑聲太遼闊（山外書） 31 

19. 三四四一 214515155 東風不來，三月的柳絮不飛（錯誤） 31 

20. 三三四四 2142145151 所有踏過的港口上（老水手） 32 

21. 四二一四 51355551 被用于寂寞，被用于歡樂（水手刀） 33 

22. 四四三二 515121435 夢見女郎偎著小羊，草原有雪花飄過（小

溪） 

33 

23. 四四三三 5151214214 而光和熱的我們是另一種海（垂直的泥

土） 

33 

24. 三四四三 2145151214 我告訴你,你所惦記的人（寄埋葬了的獵 3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48 

人） 

25. 三一四四 214555151 你當悟到，隱隱地悟到（崖上） 34 

26. 四三四一 512145155 待捧隻圓月那種巨樽（野柳岬歸省） 34 

27. 四三一四 512145551 有人叫我幸福,叫我歡樂（真理的歌） 36 

28. 一四四二 55515135 孤獨 不上教堂 常在森林中徜徉（浪子麻

沁） 

36 

29. 四二三四 513521451 地球你不需留我（偈） 37 

30. 四四三一 515121455 是的 要向北方去（衣鉢‧背影） 38 

31. 四四二一 51513555 重磅的謊言，落向人間（七月） 39 

32. 一二四四 55355151 一個小小潮正拍著我們港的千條護木（夜

謌) 

39 

33. 四三二四 512143551 不必為我懸念（山外書） 41 

34. 三四四二 214515135 那時我是牧童而你是小羊（小小的島） 41 

35. 二四四三 355151214 在頭更 嚼過鹿角的東風 已死那（草生

原） 

41 

36. 四一一四 51555551 想你在風中掠著短髮的小立之姿（風雨

憶） 

42 

37. 四一二四 51553551 一隻紅色的蟬，靜靜地蛻著（結語） 44 

38. 三二四四 214355151 彷彿這樣歌著（崖上） 44 

39. 三四一四 214515551 痛擊我們這一代的仰望之目（衣鉢‧仰望） 44 

40. 二四四一 35515155 說海的沉默太深（山外書） 46 

41. 二四四二 35515135 每一盞都像一個往事，一次愛情（夜謌） 46 

42. 四四二三 515135214 七月的熱量如血（七月） 47 

43. 四二四二 51355135 不能再前 前方是天涯（霸上印象） 48 

44. 一四四三 555151214 徒留一葉未讀完的書冊在手（當西風走

過） 

48 

45. 四四一二 51515535 牽牛花的手握著綠意輕然伸過去（三年） 51 

46. 三四二四 214513551 剎時宇宙凝定了,我失去了呼吸...... （星

蝕） 

51 

47. 二四三四 355121451 來自海上的雲（山外書） 51 

48. 一四二四 55513551 哦！智慧的血系需要延續（山居的日子） 52 

49. 四二四三 513551214 是誰掛起的這盞燈啊（野店） 53 

50. 四二四一 51355155 正沾著秋，零零落落如露滴（秋祭） 54 

51. 四四一一 51515555 影子落在右方，你祇好看齊（船長的獨步） 54 

52. 二四一四 35515551 以吟哦獨對天地（望鄉人） 56 

53. 四二二四 51353551 客來小城，巷閭寂靜（客來小城） 58               

54. 二四二四 35513551 我寧願回去（風雨憶）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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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列的表格中，可以觀察在聲調模型中有兩個第四聲到出現的，比起聲調

模型中沒有第四聲字或是四聲字出現一次，在詩中出現的句數多。在有一個第四

聲出現一次的聲調模型中，最少的聲調模型是 11次，最多是 47次，但在有第四

聲字出現兩次的聲調模型中，出現最少的聲調模型有 19次，最多是 64次。 

例如「二二二二」只有 18句，但是若是將其中的一個第二聲改為第四聲字，

則可以發現「四二二二」聲調模型的有 32句，「二四二二」有 47句，「二二四二」

有 37 句，「二二二四」有 33 句；若是將聲調模型有兩個在第四聲字，則出現的

句數又更多，「二二四四」有 27句，「四四二二」有 29句，「四二四二」有 48句，

「四二二四」有 58句，「二四二四」有 64句， 

由此可知，若是第四聲在聲調模型中出現的次數增加，在詩中出現的句數也

會稍微增加。在以上的表格中，出現次句數最多聲調模型和之前四聲字出現一次

的表格所觀察的現象一致，都是有第四聲字搭配第二聲出現，因此可以證明有第

二和第四聲搭配，出現的次數就會增多。 

    

    

（（（（丙丙丙丙））））聲調模型中有三聲調模型中有三聲調模型中有三聲調模型中有三、、、、四四四四個第四聲字個第四聲字個第四聲字個第四聲字    

    

在下列的表格中，所歸納出來的聲調變化，在聲調模型中第四聲字出現了三

次，這樣的聲調模型共有十二種，每一種聲調模型在句中出現的次數，從最少的

五十次，到最多的七十一次。 

 

編

號 

聲調 

模式 

調值變化 舉鄭愁予詩集中一句詩為例 在詩

集中

出現

的句

數 

 
四四四四 51515151 斜陽在大漠上返照（六月） 44 

1.  四一四四 51555151 標題已在昨夜掀過去（靜物） 50 

2.  四四四三 515151214 掛過號角的鐵釘（殘堡） 50 

3.  一四四四 55515151 漢江橋搭向落日（十二月） 50 

4.  四四一四 51515551 春的事物堆綴著（客來小城） 51 

5.  四四四一 51515155 卻是世間最智慧的詞令者（俯拾） 51 

6.  四三四四 512145151 正當一抹夕照的霞輝盎來（金門集二‧白

騾） 

52 

7.  三四四四 214515151 要不，我去了，我便化做螢火蟲（小小的

島）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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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四四四二 51515135 那是日蝕了，像我們幽暗的小別（星蝕） 56 

9.  二四四四 35515151 我不愛夕照的紅繁縷，印做我的窗花（貴

族） 

58 

10.  四四三四 515121451 或許……而金線菊是善等待的（情婦） 62 

11.  四四二四 51513551 尚未冥化的靈魂（盛裝的時候） 70 

12.  四二四四 51355151 畫眉唱遍酒樓（燕雲之五） 71 

 

在上列的表格中，可以觀察聲調模型中第四聲到出現三次的句數，比起聲調

模型中第四聲字出現句次，在詩中出現的句數多。 

例如「二二二二」只有 18句，但是若是將其中的一個第二聲改為第四聲字，

則可以發現「四二二二」聲調模型的有 32句，「二四二二」有 47句，「二二四二」

有 37 句，「二二二四」有 33 句；若是將聲調模型有兩個在第四聲字，則出現的

句數又更多，「二二四四」有 27句，「四四二二」有 29句，「四二四二」有 48句，

「四二二四」有 58 句，「二四二四」有 64 句；若是將聲調模型改為有三個四聲

字「四四四二」的聲調模型在詩中有 56句，「二四四四」的聲調模型有 58句， 「四

四二四」的聲調模型有 70 句，「四二四四」的聲調模型有 71 句，比起在聲調模

型中只有兩個第四聲的聲調模型，句數也有明顯的增加。 

 

在聲調模型中第四聲字在出現二個的統計，句數最少的是 19次，最多是 64

次，但出現三個第四聲字的聲調模型中，出現最少的是 50句，最多是 71句。由

此可知，若是第四聲出現的次數增加，在詩中出現的次數也會隨之增加。 

第四聲字搭配第二聲出現，出現的次數就會增多。第二聲的調值變化是三 5，

第四聲的調值變化是 51，若聲調便化是二四，調值變化是三 551，音高從三升到

5 再從 5驟降到 1，音高的變化是大的，符合鄭愁予喜歡音高由高驟降至低。 

 

第四聲在聲調模型中出現四次的句子，在詩中出現了 44 次，比起出現三次

的少了一些，筆者以為同樣四聲字重覆出現多過次，中間沒有搭配其它的聲調，

也容易顯得單調，所以比起第四聲出現三次的次數有減少。 

 

 

由以上的四個表格可以歸納出一個結論，鄭愁予在聲調模型的變化中，喜歡

安插使用第四聲字，四聲字的調值是由 5驟降至 1，音高的變化極巨，當第四聲

的字在同一聲調模型中出現的次數愈多，在詩集中出現的次數就會相對增多。而

第四聲字若和第二聲字搭配，出現的次數也會比和第一聲或第三聲的字搭配來得

多。 

可見鄭愁予喜歡使用調值由高驟降至低的方式，來表達情感，這樣可以產生

強調的效果，筆者和學校的音樂老師討論關於譜曲中音階變化時產生的情緒，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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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的譜曲而言，若是由一個音轉換到另一個音，中間間隔的音程較多，可以表

達比較強烈且豐富的情感，若以此推斷鄭愁予對於調值驟降或驟升調值有偏愛，

似乎就可以解釋的通了，因為詩歌的創作不像口語，作者在簡短的文字中要將自

己的情緒完整表達，因此透過調值變化大的聲調模型，可以將自己喜怒哀樂的情

緒作更誇張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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