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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施士洁的詞作 

「詞」，是中國文學的一塊瑰寶，初名「曲子詞」，也稱「 詩餘」、「長短句」、

「琴趣」、「樂章」等。興起於唐朝，歷經五代而盛行於宋，成為宋代的文學主流。

從此「宋詞」就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雖然之後的元、明、清不再以之

為文學主體，但它仍在這幾個朝代的文學領域中繼續存在著，詞的創作一直到清

季末仍延續不墜，博洽的施士洁即有不少詞作問世，可惜傳世的只有《後蘇龕合

集》所收 56 首1。 

根據《後蘇龕合集‧弁言》的說明，施士洁遺留的手稿中比較重要的有《日

記》一冊、《鄉談律聲啟蒙》一冊、《喆園吟草》四冊、《後蘇龕草》（詩）兩冊、

《後蘇龕稿》（文與詞）四冊、《後蘇龕文稿》兩冊、《後蘇龕詩鈔》十一冊、《後

蘇龕詞草》一冊。「最後三種端楷繕錄，無一行草之筆，無疑盡是作者仔細手訂

的定稿。現在就拿這三種定稿作基礎，編為《後蘇龕合集》；另就其他詩文稿中，

選其有關史料者，作為補編2。」檢視《後蘇龕合集》，補編部分只有《後蘇龕詩

鈔補編》及《後蘇龕文稿補編》兩種。因此可以確定《後蘇龕合集》中所收的「詞

草」就是手稿中的《後蘇龕詞草》，至於《後蘇龕稿》中的詞應該沒有收錄其中。

《師友風義錄》或《詩乘》等輯錄了施士洁作品的書籍都只有收他的詩或文。後

世對於施士洁的研究也止於他的詩作。因此要研究施士洁的詞只能參考《後蘇龕

合集》一書。 

本章以《後蘇龕合集‧後蘇龕詞草》56 首為材料進行研究，分兩節，討論

作品的題材及內容特色。 

第一節：題材分類 

施士洁所留下的詞作只有 56 首，由於數量不多，根據內容加以分類可能不

具統計學上的意義，但是仍然可以幫助讀者掌握其作品，而且方便論述。以下仍

將內容稍作分類，依序介紹。 

                                                 
1 《後蘇龕合集》所收的詞作使用到 53 個詞題，但有 3 個詞題之下有兩首詞連章的情形，所以

總共是 56 首。 
2 見《後蘇龕合集》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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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唱和詞： 

《後蘇龕合集‧後蘇龕詞草》中收錄的詞數量最多的是唱和詞。這些唱和詞

全部都是內渡之後所寫。 

施士洁內渡後心態趨為悲涼，生活就在風月場所的聲色歡愉中以及對現實生

活無常的深沈悲嘆中流轉。 

1895 年，施士洁驟遭家國之變，倉皇棄家內渡，在除夕前終得與流散的妻

兒重逢，並且將之安置於泉州故里。之後，他便開始一段極為靡爛的生活。1986
年，施士洁有〈上巳日陳香雪會元招游臺江3〉、〈清明日，鍾壽若太史招同陳香

雪庶常、林鹿儔、陳青湘、林可山孝廉、林小蜦上舍作展花朝臺江雅詩集4〉等

詩作描寫這一階段的生活。三月、四月密集到廈門的紅燈區去玩樂，找他去的正

是好友陳香雪及鍾壽若等人。施士洁除了作詩記錄他的臺江遊之外，另外分別有

詞和這些一同尋歡的文友相和。 

〈浪淘沙‧和陳香雪太史〉： 

聽唱懊儂歌，孽海嬌波，年時影事上心窩。為問黑甜鄉裏客，好夢如何？ 

短景逐流梭，會少離多，何以慧劍敵情魔，香味色聲無眼界，帶髮頭陀
5。 

〈齊天樂‧和林小蜦上舍〉： 

老傖又是塵根累，匆匆便圓夢癡。雨膩雲甜，紅慵翠澀，一段韶華輕送。

頑苗自種，偏不信桃花劉郎入洞，枕曲燈坳，綺懷岑寂阿誰共？ 蘭因

絮果何在？莫迷離棖觸！當日門巷，結冷同心，雙銷半臂，悔殺風流小

宋。葳蕤伯仲，但邢尹相逢，寄聲珍重。悄割情絲，料伊難忍痛6。 

〈浣溪紗‧和鍾壽若太史〉： 

 紅豆生來祇自憐，無人省識惡因緣，幾回薢茩幾纏綿！ 「香草箋」

魂通一縷，「桃花扇」血鬥雙妍，可兒癡到奈何天7！ 

                                                 
3 《後蘇龕合集》頁 87。 
4 《後蘇龕合集》頁 90。 
5 《後蘇龕合集》頁 335。 
6 《後蘇龕合集》頁 336。 
7 《後蘇龕合集》頁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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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歌樓酒館雖能尋得短暫的歡愛，但隨即得忍受斬斷情絲之苦，面對如飛絮

般飄散的結局。「撩亂風懷客裏身8」，企盼在溫柔鄉得到安慰的不安定心靈，終

究還是找不到恒久的停泊。恨良辰匆匆，嘆不能日日醉花叢！施士洁和文友們分

享的是寄情風月場所的矛盾心情。 

另一個唱和的對象是汪艾民。汪艾民號鈍翁，吳人，1907 年和施士洁同在

林爾嘉幕中。林爾嘉時常招同幕友遊賞廈門一帶的名勝，或是在他的別墅讌集，

施士洁和汪艾民因此迭有唱和。廈門屬閩南一帶，使用的是閩南方言，施士洁和

林爾嘉都在臺灣出生、長大，自然熟諳方言，來自吳地的汪艾民卻聽不懂當地的

方言，更無法和居民溝通，因此填詞以鸚鵡自嘲，施士洁有詞相和： 

鸚鵡能言，怪無聲反舌，偏有今番！隴山嬌客，故鄉別黯銷魂，翠籠朱

架入侯門。驀然聽：一聲聲杜鵑，惱人鶯燕，兀自好春難遣。 春滿，

鴛鴦煖；棖觸孤飛，誰伴夢兒遠？叵耐鷦棲，寧禁鵲啞，閒煞箇儂亭館！

安得將身化八哥，最高枝上任千囀？鉤輈格，磔笑蠻府參軍懶(時同在

林侍郎幕中)9。 

這一年的三月三日林菽莊招同幕友在他的別墅集會，席間七十歲老叟陳威季

太守對歌者有意，施士洁和汪艾民一同填詞取笑他： 

白髮沽春，青衫錄夢，旅愁捱盡東風，最可憐宵，鉤魂在不言中。瞞人

要寫婁羅歷，怕燈邊有箇吳儂。奈何天，過了三三，負了紅紅！ 當時

略記花間語，似嗔伊薄倖，冷眼相逢，忍俊難禁，絲絲綰住游驄。眉尖

啞謎誰猜得，又尊前故作朦朧？莽回到，花事迢迢，花影重重(威叟年

已七十。艾民吳人)
10
。 

汪艾民伯父手繪櫻桃一冊，汪艾民填「點櫻桃」歌詠之，也特別邀請施士洁

相和，施士洁用相同詞牌酬答：  

寶繪珠腔，一門誰似君風雅？鶯含去也，報與詞人寫。 儂憶年時，春

宴承恩者，金臺下，軟紅奔馬，老淚燕支灑11。 

盧坦公是施士洁二十年前的老友，兩人於 1908 年在廈門重逢，此時施士洁

                                                 
8 〈上巳日陳香雪會元招游臺江〉，《後蘇龕合集》頁 87。 
9〈換巢鸞凰‧艾民旅廈，不解方言，填此闋以鸚鵡自嘲，並索和〉，《後蘇龕合集》頁 340。 
10〈高陽臺‧歌席同艾民作〉，《後蘇龕合集》頁 340）。詩前有序：「陳威季太守屬意歌者，艾民

填此闋以調之，時丁未三月三日也。」 
11〈點櫻桃‧汪艾民司馬世父揖冰先生手繪櫻桃一冊，並填此闋郵寄索和，即依原調奉酬〉，《後

蘇龕合集》頁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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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居於廈門，盧坦公則投身鷺門提帥幕下，為稻粱所苦。兩人在這一年間互動頻

繁，往來詩詞多是彼此同情，互相勸慰的言語。如〈百字令‧和盧坦公司馬〉： 

地球量遍，莽天涯，那有者般情種？吾血自涼君自熱，懶作憂時面孔。

骨鐵成灰，肝冰化石，彼此酸辛共。無乾淨土，可容三尺詩冢。 怪底

海氣噓樓，市聲沸鼎，攪破林泉夢。誰把俗塵千萬斛，埋透老夫頂踵？

隙裏駒忙，燈前蛾險，冷籟秋風送。滄桑回首，至今痛定思痛(謂割臺

事)12！ 

1913 年，施士洁和內渡後在東南亞展轉流徙而後回大陸任官的許南英在漳

州相遇，施士洁於這一年十一月造訪在龍溪擔任知事的許南英，並且在他的官署

勾留一段時日。這一趟龍溪之行，施士洁結識了沈琇瑩。 

沈琇瑩字琛笙，號傲樵。光緒 28 年（1902）壬寅癸卯恩正併科舉人。曾是 
東京治政大學的研究生，在日本接收到革命思想，先後加入華興會、同盟會，更

進一步回國參與革命黨人的秘密行動。1908 年候補兩廣鹽大使，兼任廣東法政

大學堂教授，與當時在龍溪擔任知事的許南英結識而酬唱不絕。1913 年，許南

英任命沈傲樵擔任龍溪縣修志局總纂。這一年秋天施士洁到龍溪拜訪許南英並寄

住在邑署，和能詩擅詞的沈傲樵相識13。施士洁有〈金縷曲‧龍溪晤沈孝廉傲樵〉

記錄兩人的晤面： 

矯矯丹霞客，驀傾襟，東陽老矣，此才堪惜！埋骨軟紅三萬丈，仰屋著

書頭白，渾不管罡風小謫。卿是寒郊儂瘦島，嘔心肝，苦語何人識？看

天醉，無情碧！ 當年屈宋風騷伯，到如今蘭愁芷怨，湘波闃寂。誰料

芝山薌水上，印遍泥痕爪跡，都付與銀槽銕拍。棖觸人間秋又老，甚商

聲，滿紙誰聽得？墨和淚，弔吟魄14！ 

兩人一見如故，施士洁以苦吟詩人孟郊、賈島作比兩人，文人相惜的意味濃

厚。 

這一年的重陽節，此地文人在位於九龍江畔丹霞山麓，名列漳州八大名勝之

一的南山寺雅集，酒後乘興泛月龍江，兩人用同詞牌同韻脚作詞相和： 

廿載重陽客，又今番登高結伴，惺惺互惜。山寺黃花應笑我，劫後髩絲

今白；更休說鬼才仙謫。憑弔金華繙貝葉(寺有唐金華公主遺楄，又貝

                                                 
12 《後蘇龕合集》頁 342。 
13 以上關於沈傲樵生平，參考 沈 驥  《沈傲樵父子詩詞選集(壹)‧序言 》 台北市   慈廬主

人  民 68 年。 
14 《後蘇龕合集》頁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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葉真經全部)，愧儒酸字未佉盧識，揩老眼，朱成碧。 許侯膏黍今郇

伯(時臥樵客許允白邑侯幕)，把龍江有如此水，流傳政跡。我與寺僧同

入定，笑問幾時圓寂，任濁世滔天浪拍，差幸瘦腰詞史在，向異鄉佳節

探驪得，吸秋月，煉金魄15。 

兩人的疊韻唱和一發不可收拾，再疊三首之後，施士洁又有同詞牌作品寄沈

傲樵，沈傲樵次韻之後索和，於是再疊、三疊竟至於十一疊韻。詞中有施士洁貧

病落魄的心情記錄，有對國家時局的關心，也有對家鄉淪陷的哀痛。 

沈傲樵擅長填詞，有《燕游詞草》。施士洁和文人的和作大抵有詩有詞，詞

似乎居於點綴地位，只有與沈傲樵的和作以詞為主。 

《後蘇龕合集》中另有一首詩是和盧乃沃茂才的悼亡詩：  

聽瀟瀟，商音滿紙，是奉倩傷神話，況白髮悲秋，作客廿載，有魚眾 在

下。堪笑杜陵寄情，燕玉煖老，今聊且問蒙莊，當日盆歌，何心作達？

儂是過來人也。 最憐他潘郎年少，忍把悼亡詩寫！掛壁遺衣，凝塵半

簟，淚血空房灑，恨人間薄倖，誰復惜惺惺者？ 更休說才長命短，謝

絮陳椒之亞。自古笄珈，幾人偕老？一例東風嫁。奈青山梁孟荊布，春

無價！賃舂從此剩孤鴻，任夜臺長夜16。 

從詞作中可以推敲出盧乃沃遭喪妻之痛，有詩悼亡，施士洁特別填詞相和以勸慰

晚輩。施士洁內渡之後三年，有二名妾相繼染疫去世，又四年，妻子也離他而去。

再加上孫、兒、幼女多人病死，施士洁飽受死亡威脅，更深深體會親人離去的傷

痛，一句「儂是過來人也」道盡心中的無限酸楚。 

施士洁的唱和詞內容有風花雪月，有文友唱酬，有對國事頹圮的憤慨，對故

土淪喪的哀嘆，更有白髮悲秋，恨人間薄倖的生命無奈。這些和韻詞除了具備文

友互動的社交功能之外，更有摯友間互動共感的情感渲洩和交流功能。 

二、贈答詞： 

一方贈送詞作予對方，對方再回贈詞作，就稱為「贈答詞」。贈詞是專為明

確對象而寫，答詞則必須針對別人所贈詞作內容回應，不必考究音韻上的相和；

而有時只有贈詞，受贈一方未必有回應。《後蘇龕合集》所收的贈答詞有 6 首，

全部都是「贈詞」，對方是否有答詞則不得而知。至於朋友贈送詞作予施士洁者，

                                                 
15〈前調‧重九日南山寺雅集，酒後泛月龍江和傲樵，即用前韻〉，《後蘇龕合集》頁 343。 
16〈十二時‧和年家子盧乃沃茂才悼亡之作〉，《後蘇龕合集》頁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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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士洁一概以「和韻」的方式回應，因此將之歸為「唱和詞」。施士洁的贈答詞

或在詞題中題為「簡」，或題為「贈」，或題為「寄贈」，贈答的對象全部是文友

和學生。 

櫟社創社九老之一的陳槐庭曾託鄭毓臣送來二個妾的照片，施士洁填了一闕

詞贈送他： 

是何年少，把珠腔翠拍，消磨個裏？海角詞場千百輩，獨漉不凡而已。

雋句牋愁，酸吟鍜夢，萬籟燈坳起，解人難得，伯輿當為情死！ 聞到

姊妹花開，將花寫照，寄與滎陽子(槐庭以二姬小照寄毓臣贈予)。領略

添香紅袖夜，豔福如君有幾？嫩柳攀枝，夭桃接葉，解我傷心耳：小星

三五，回到影事流水17！ 

施士洁和臺灣文學界迭有往來，他另有一闕詞寄贈有「霧峰三詩人」之稱，

也是櫟社開社九老之一的林仲衡： 

咄汝狂生，人道是將門之子；怎曉得，風流文采，翩翩若此。拚以頭顱

酬劍客，嘔將肝膈稱詩史。莽煙塵慟哭向神州，吾衰矣！ 憂時語，癡

而已；傷時語，頑而已。把從前所作，付之流水。欲學君苗焚筆硯，相

隨靖節歸故里，放輕舟重入舊桃源，無懷耳18。 

這首詩作於 1903 年左右，臺灣淪陷近十年，施士洁心情已經由激憤轉為無奈，

面對混亂的局勢，只能發發牢騷，胸中盡是無力施展的鬱悶。另一方面，在日人

統治之下的臺灣文人如林仲衡，對於異族統治的屈辱和不平等對待也是既無力改

變更無法言說。身處兩岸的臺灣文人經歷類似命運歷程、共同歷史情懷，在現實

環境的擠壓下，投注全副心力於漢詩的創作，跨越海峽的阻隔，保持密切的詩文

往來，在隻字片語中，彼此的處境和心情便產生極大的共鳴。 

施士洁在臺灣時曾掌理海東書院，並且在文人社群中享有崇隆的聲望和地

位，內渡之後，仍受到內渡文人及留臺文人的仰望和敬重。除了接受林爾嘉的邀

請進入菽莊吟社之外，更有後學者敦促施士洁成立吟社19、收徒教授漢學、漢詩

文。錢選青就是施士洁在大陸所收的學生。從〈壺中天慢‧贈錢生選青〉可以窺

見施士洁和學生的互動： 

觥觥錢起(謂乃晴江)，祖有文孫傳硯，皎如玉樹。招我海天吟社裏，快

                                                 
17〈壺中天慢‧寄贈鹿溪陳槐庭居士，兼示鄭毓臣上舍〉，《後蘇龕合集》頁 337。 
18〈前調‧簡林二仲蘅〉，《後蘇龕合集》頁 339。 
19 施士洁有〈婆娑仙籟吟社自序〉一文，說明弟子因時危道喪，加上文人內渡逃散之後，後輩

「問學奇遙」，力推施士洁成立「婆娑仙籟吟社」以主盟風雅。見《後蘇龕合集》頁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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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驚人之句。孔禰忘年，紀群閱世，小讌詩星聚，孟秋三日，妙齡廿四

初度。 聞道郭令微時，雙修福慧，七夕逢牛女，僂指填橋佳節近，省

識銀河舊路。花國稱王，酒泉領郡，更作騷壇主。昂霄一鶴，祝君珍重

毛羽20。 

三、題贈詞： 

題贈詞屬於「題畫文學」的一部分，所謂題畫文學指的是「凡以畫為題，以

畫為命意，或讚賞，或寄興，或議論，或諷諭，而出之以詩詞歌賦及散文等體裁

的文學作品21。」題畫詞一般可以分為自題詞、他題詞、跋畫詞、詠畫詞及與題

畫相關的唱和詞五種。施士洁的題贈詞有自題詞，也有跋畫詞，內容題材則有「題

畫」、「題影」和「題書」三種。 

題畫詞如〈摸魚兒‧題倪雲臞大令「冰天躍馬圖」〉： 

忒楞楞酸寒一個，爛銀夢入仙界，青衫皁帽長安道，儘寫酣嬉故態。乾

坤大，這落拓迂倪放眼壺天外。冰蟲幾輩，笑玉戲漫空，紇干山雀，凍

殺，奈何奈！ 花糾背，得意加鞭者再，飛黃無無雋快，如龍骨格封侯

貌，各有千秋不壞。凌煙在，倩右相丹青把汝鬚眉繪。鯫生相對，便強

作東施，效顰阿堵，面色總如菜22！ 

詞作中對於圖畫呈現的景象和詞人對畫中意境的體會、聯想均有著墨，但是對於

題畫詩中很重要的「讚美或評論畫者的藝術成就」這一點則付之闕如。文友酬唱

以示風雅的意味濃厚，這是施士洁題畫詞的特色。這一特色也顯現在其他的題贈

詞上。如〈滿紅紅‧壽家又六明經母氏吳太君七豒，即題其「家慶圖」〉： 

十載萍蹤，剩眼底滄桑多少？最難得，吾宗盛事，還留鴻爪。一幅衣冠

明鏡活，兩行兒女華燈繞。算人生到此古稀年，年年好！ 坐者誰？金

蘐老；立者誰？琪花小。正西池王母，稱觴未了。仲郢經帷幾畔荻，康

成書帶庭前草。這圖中壺範足千春，傳家寶23。 

詞中對於畫作內容雖有著墨，但恭賀吳太君高壽，兒女成群卻是這闕詞所傳遞的

最重要意涵。 

攝影技術在清朝已經傳入中國，到了清末，拍照留念、互相贈送照片成為一

                                                 
20 《後蘇龕合集》頁 350。 
21 衣若芬《鄭板橋題畫文學研究》 臺北 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論文 民七十九年 頁 1-8。 
22 《後蘇龕合集》頁 333。 
23 《後蘇龕合集》頁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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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風尚。文人更延續題畫文學而來的風雅行止，在照片上題詩、題詞，在這裡姑

且將之稱為「題影」。施士洁也留下不少「題影」的作品，如〈前調‧為林二眉

生題摩耶山踏雪真影〉：  

個人兒，是何神勇，踏碎頗黎世界。玉樓銀海扶桑影，萬軍壯游如畫。

渾無賴，笑眼底空花一白乾坤隘，冬烘措大。看鱗甲漫天，飛行絕跡，

嚇倒下風拜。 賢昆輩，拍掌稱奇道快，阿連作此狡獪，金身丈六摩耶

頂，五岳真形不壞，千秋在。有耐叟題詞，筆墨森光怪。披圖至再，便

嚼雪和梅，朗吟梁苑，寒氣灑心肺24。 

「林二眉」即林爾嘉，是臺北板橋林家林維源的次子25。「眉」是他的小名。施

士洁〈菽莊序言26〉有：「『眉』者何？主人之小名也。」因此施士洁將行次及小

名合為「二眉」稱呼他。林爾嘉曾漫遊英、法、日、荷各國。摩耶山在日本神戶

附近，從題詞中可以知道，照片中是一片銀白的世界，施士洁題詞其上，雪色襯

上墨色，顯得頗為詭異。傳統文人在國畫上題詞，紙質墨色相映，字與畫相得益

彰，清末的文人將詩詞題在相片上，材質既相異，墨色亦不搭調，呈現出西風東

漸之初，中西文化交融時產生的有趣現象。 

除了替文友的照片題詞，當時還流行自題影像贈友。如〈如夢令‧自題四十

九歲小影贈孫韶青茂才〉： 

一樣塵中小謫，田海剎那今昔，回首七鯤身，吹散黑風無跡！逋客、逋

客，雙　九年催白(四十內渡，今九年矣)。 鏡裏春光似箭，留取影兒

幾片。持贈箇儂家，還是老傖真面。相見，相見，慚對璧人顏汗
27
！ 

照片上的身影，加上影中人訴諸詞句的心情感觸，的確能更進一步達到情感交流

的目的。 

題贈詞除了上述「題畫」、「題影」之外，常見的還有「題書」。文人的作品

集付梓時，常常會邀集文友在集子前題詩、題詞以增光彩。施士洁執詩壇之牛耳，

                                                 
24 《後蘇龕合集》頁 349。 
25 《林菽莊先生詩稿》前的林爾嘉傳有：「板橋林家林維源之長子」的記載（林爾嘉  《林菽莊

先生詩稿》  龍文出版社  民八十一年  重印初版 未編入頁次。）。但《板橋林本源家傳‧林公

維源傳略》則記為：「有五子：長懷訓，光緒六年殤。次爾嘉，字壽眉……。」（林本源祭祀公業  
民國七十四年出版 頁 45。）又，《後蘇龕合集‧侍郎銜太僕寺卿林公壙志》（代叔臧京堂作）刊

列林爾嘉系屬：「男五人：懷訓，蚤殤；爾嘉，花翎三品銜，候補五品京堂；爾準、爾茀、爾茂。」

（頁 371）。顯示林維源的長子早殤，因此隨侍在林維源身邊及發揚林家事業的是林爾嘉。根據

世系排列傳統，仍應以次子記之。 
26 《後蘇龕合集》頁 407。 
27 《後蘇龕合集》頁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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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他題書的人不可勝數。如〈百字令‧題龔仲涵茂才「藤花吟館遺稿」〉： 

批風抹月，是狂奴三十年前影事。驀地驚披才子集，嚇殺有碑沒字。老

我江淹，看人衛玠，迸作傷心淚！嗟嗟長吉，玉樓召汝何意？ 當日金

馬玉堂，承明著作，原是君家例。怪汝心肝偏嘔出，惜汝埋憂無地！兒

女癡情，煙霞錮癖，羽化皆仙氣。拈花解脫，苦吟莫為身累(仲涵為詠

樵贊善第二字，才高命短，士論傷之)28！ 

又如〈前調‧題傲樵「燕游詞草」，再疊前韻〉： 

我亦春明客，記年時青樓說夢，師師惜惜。醉殺黃金臺畔侶，幾度對花

浮白。香案吏又遭天謫，獨抱焦桐來海角，算琴音祇有成連識。莽回首，

傷心碧！ 客中何幸逢將伯，更詞場浮邱左挹，洪厓右拍。題雁攀蟾同

一眴，君我都成陳跡！奈鄧禹笑人寂寂，剩有「曉風殘月」句，問含商

嚼徵誰心得？欲呼起，屯田魄29！ 

四、風懷詞 

施士洁是個「愛酒兼愛花30」的詩人，他熱衷於歌樓酒館買醉尋歡以及和千

芳萬卉調笑談情的生活，並且曾留下大量的風懷詩，這一點在論文第二章及第三

章已有詳細說明。《後蘇龕詞草》中有一闕〈滿紅紅‧臺江舟夜〉，正好和他著名

的風懷組詩〈臺江新竹枝詞〉32 首相呼應： 

何物情魔，活牽扯，癡人到老。莽回首，半生離合，悲歡多少？慘綠年

華塵過隙，落紅時節泥留爪，任茫茫一水萬浮萍，天緣巧。 翦不斷，

情絲裊；芟不淨，情根繞。問為誰憔悴，為誰懊惱？枕畔空餘春夢在，

箏邊祇覺秋聲好！聽遙鐘百八醉中催，魂蘇了！ 

道是無情，偏不料，有情如此：驀天外，煖風吹到，善和坊裏，膩友從

來須豔福，可兒難得兼知己。趁花間醉倒倩花扶，吾狂矣！ 釵花嚲，

袖花綺，鏡花笑，燈花喜；更心花醲郁，唾花甜美，好夢翻疑蝴蝶幻，

癡魂苦學鴛鴦死。對月娥私語悄無人，如江水31！ 

五、詠懷詞 

                                                 
28 《後蘇龕合集》頁 339。 
29 《後蘇龕合集》頁 343。 
30 〈寄懷青孺諸羅代柬〉：「我生愛酒兼愛花，酒為我友花為家」，見《後蘇龕合集》頁 34。 
31 《後蘇龕合集》頁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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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士洁一生遭遇曲折，前半生在臺灣度過，喜得功名，又受唐景崧賞識成為

臺灣文人的領袖；後半生在大陸窮病失意，牢騷滿腹。《後蘇龕合集‧後蘇龕詞

草》有詠懷詞兩首，一首代表的是年少功名未竟時的心情：  

舊緒如麻，這部史從何說起？甚無賴斗然悲憤，斗然驚喜，蘇季敝裘仍

作客，馮生長鋏誰知己？看庭前草色醉東風，魂銷矣！ 煙渺渺，鯤洋

水；塵擾擾，燕山市！且琴書劍佩，自家料理。泥上征鴻空印爪，轅前

劣馬頻加齒，算花猶一歲一番開，人何似32？ 

一首則是人生浮沈的體悟： 

少年作客燕京市，春夢隨流水。中年作客鷺江城，小劫桑田滄海可憐生。 

如今作客龍溪縣，白髮危於線；況堪憂病更憂貧，舞榭歌樓惘惘過來人
33！ 

六、悼亡詞 

施士洁的傷悼詞有兩首，都是為他的妾所作。1897 年五月初一日，有一妾

謝浣霞疫死於西岑，施士洁作〈金縷曲‧哭謝姬浣霞〉： 

一慟家書至，怎淒淒，不情風雨！老天如醉，況此孱軀沈病日，那得寸

絲生氣？儘要哭眼中無淚，惱殺親知相慰藉，越牽連多少傷心字：千萬

劫，腸和胃。 有人憐我私酸鼻，替殷勤燈前勸食，枕邊催睡。夜半陰

房雙鬼火，恍惚照他眉翠；奈醒後依然獨自！為問氤氳誰使者，聚何難，

散又何容易？莽回首，十年事34
！ 

這時施士洁遭逢臺灣割讓的變故未兩年，大病一場尚未痊癒，相伴十年的愛妾又

驟逝，欲哭無淚，只感覺腸胃翻滾絞痛。一闕詞寫盡心中的淒涼。 

造化弄人，二十日後，另一名妾郭燕玉也染疫而亡，詩人的痛更添一層： 

又種愁根蒂，最難堪，生離死別，相將入地。嫋嫋么絃雙斷絕，喫盡愁

中滋味！怎一旦半途輕棄，儂與孤兒同灑血！料泉臺卿亦愁為累，血有

盡，愁無既。 莫談千古彭殤例，聽殘宵鐘聲百八，醒來也未？骨肉團

欒兵燹後，到此忽遭疫厲，卻怪底蒼蒼何意！孫楚命窮潘岳老，奈月兒，

                                                 
32 〈滿紅紅‧宣南旅愁〉，《後蘇龕合集》頁 334。 
33〈虞美人〉，《後蘇龕合集》頁 342。 
34 〈滿紅紅‧宣南旅愁〉，《後蘇龕合集》頁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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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得星兒替；縱修福，寧兼慧35？ 

郭燕玉殁後，留下施士洁與幼子相擁而泣，詩人透過設想往生的人也為了抛下幼

兒而為愁所累，將心中的牽繫和愛戀表露無遺。 

七、祝壽詞 

施士洁交遊廣濶，在酬酢往來中，遇朋友壽辰，填詞作詩以為壽，是文人對

壽星最實際也最珍貴的賀禮。如內渡後對施士洁照顧備至的菽莊吟社主人林爾嘉

四十六歲生日時，施士洁作〈長壽樂〉： 

蒲觴乍醉，又菽莊吟伴躋堂稱兕。王謝高門，劉樊仙耦，難得雙修福慧！

況金昆玉友，扶桑得意歸，珂里錦衣客，換著綵衣游戲。算人生行樂，

如君有幾？ 桃源地，隔紅塵，且幸鯨波止沸，領略大好林，無邊風月。

調神養胃，看兒孫繞膝，阿翁含笑阿婆喜，幔亭宴，還有瑤池宴，繼羨

強年未艾，箕疇已備36。 

除了好友生日填詞相賀，有時也會有慕名的人來請託作賀詞，或透過朋友展

轉相求者。如〈百念齡‧陳孚其封翁王夫人七十有四雙壽〉就是施士洁的友人莊

癭民替王夫人求作的祝壽詞： 

兕爵添春，龍燈弄月，弧帨雙懸，珂里第一。是螺陽望族，消受得詩人

燕喜，更螽斯麟定齊賡。有傳硯文孫，趨庭令子，算魯殿靈光，邵窩安

樂，不墜滄桑劫裏。 聞說太邱交道廣，又功在枌榆，門多桃李，況我

友癭民語我，好留作口碑心史。信福人天錫箕疇，看仙耦劉樊壽朋黃綺，

悵洄溯，無從登堂一醉，遙祝岡陵而已(莊癭民為之介) 37！ 

八、其他 

上述類別的詞作之外，《後蘇龕合集‧後蘇龕詞草》另收有宴集詞一首，是

菽莊吟社邀集文友修禊時所作38；記事詞一首，記 1913 年施士洁到龍溪拜訪許

南英時和沈琇瑩的相晤39；送別詞一首，為送別劉申村茂才所作40。 

綜上所述，《後蘇龕合集‧後蘇龕詞草》所收各類別詞作的數量和比例如下： 

                                                 
35 〈前調‧哭郭姬燕玉〉，《後蘇龕合集》頁 337。 
36 〈滿紅紅‧宣南旅愁〉，《後蘇龕合集》頁 350。 
37 〈滿紅紅‧宣南旅愁〉，《後蘇龕合集》頁 350。 
38〈買陂塘‧乙卯三月三日，菽莊修禊，用禊序字分韻得此字〉，《後蘇龕合集》頁 349。 
39〈金縷曲（龍溪晤沈孝廉傲樵）〉，《後蘇龕合集》頁 343。  
40〈貂裘換酒（劉申村茂才旋閩錄別）〉，《後蘇龕合集》頁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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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六：施士洁詞草各類別數量及比例表 

唱和 題贈 贈答 風懷 詠懷 祝壽 悼亡 宴集 記事 送別

20 首 14 首 6 首 6 首 3 首 2 首 2 首 1 首 1 首 1 首 
36% 25% 11% 11% 5% 4% 4% 2% 2% 2% 

唱和詞所佔的比例最高，題贈詞居次。除了兩首悼亡詩是為親人所作、三首詠懷

詩用以抒情之外，其餘作品都是和文友往來的相關作品。而這樣的結果和《後蘇

龕合集‧後蘇龕詩鈔》的分佈情形大致吻合41。施士洁大量的詩詞創作基本上是

和文友互動之下的產物。 

第二節：內容探究 

《後蘇龕合集‧後蘇龕詞草》所收錄的詞作大抵和《後蘇龕合集‧後蘇龕詩

鈔》一樣，是按照創作時間先後順序排列。其中有六首作於內渡之前，其餘全是

內渡之後所寫。《後蘇龕合集‧後蘇龕詞草》第一首是〈摸魚兒‧題倪雲臞大令

「冰天躍馬圖」42〉，作於 1887 年。最後一首〈十二時‧和年家子盧乃沃茂才悼

亡之作〉是 1920 年五月之後寫成。以下分別就施士洁詞作的內容進行論述。 

一、詞作多與詩作相呼應 

翻閱施士洁的詞作，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多數的作品都可以在《後

蘇龕合集‧後蘇龕詩鈔》中找到具有關聯性的詩作，從這些相對應的作品，可以

互相參照，得出更為詳細的創作背景或創作時間等資料。 

如第一首〈摸魚兒‧題倪雲臞大令「冰天躍馬圖」43〉，詞題中所言倪雲臞

大令就是倪耘劬，昔日曾和施士洁同在唐景崧幕下。施士洁在〈鄭毓臣上舍師友

                                                 
41 《後蘇龕合集‧後蘇龕詩鈔》的類別比例如下（唱和詩和贈答詩於此表合為寄贈詩顯示，其

餘相關資料詳見論文第三章）： 

類別 寄贈 宴集 祝壽送別 題贈 悼亡 
行旅

遊覽
詠史詠物寫景詠懷記事風懷閨情節令閒適疾病 諷喻 讀書 代作 總計 

總計 868 7 81 66 112 43 37 49 52 2 108 57 71 3 20 2 9 12 8 20 1627

比例% 72.3 2.3 3 3.2 0.1 6.5 3.6 4.4 0.1 1.2 0.1 1 0.7 0.5 1.2 100%

 
42 《後蘇龕合集》頁 333。 
43 《後蘇龕合集》頁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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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義錄序〉中提及兩人的因緣： 

曩不佞在臺陽時，與桂林詩人倪耘劬大令同入灌陽唐維卿中丞幕中，朋

樽雅游，衋然念人生修短、顯晦、離合之故，嘗擬輯「師友風義錄」；

網羅海內外詩人，藉吉光片羽之珍，存知己一言之契。塵事泄沓，卒卒

未果。會唐公入覲，不佞橐筆與偕，重晤耘劬津門佛照樓，為言「風義

錄」近已脫稿。於是不佞快其有志竟成；唐公亦歡喜讚歎，願助剞劂之

役。亡何，耘劬溘逝，此稿不知所之。不佞　　至今，若膺重責44。 

當年在唐景崧幕中和文友朋樽雅游的那一段日子，施士洁曾留下多首詩作。

如〈浴佛前一日，唐維卿廉訪招同倪耘劬太令、楊穉香孝廉、張漪菉廣文、熊瑞

卿上舍、施幼笙茂才遊竹溪寺，次廉訪韻〉，詩中有「去年吟社笑紛爭，消夏樽

開不夜城(去夏廉訪於豸署創「斐亭吟社」45)。」從註語中可以得知這首詩作於

「斐亭吟社」創立的前一年。「斐亭吟社」是唐景崧於 1986 年於臺南道署成立，

則此詩作於 1897 年。 

另一首〈丁亥四月二十五日，偕游少仙司馬、倪耘劬大令、古濟生貳尹小飲

「陳氏別館」，耘劬即席見贈兩絕，如韻還答46〉清楚標出「丁亥」，無疑是 1897
年的作品。 

又有〈羅穀臣太守招同耘劬、漪菉、　香、瑞卿消夏竹溪寺47〉，羅穀臣光

緒十三年（1887）署台灣府篆，隔年調署台南府篆，二月，郡試，抱病校士；四

月，卒於任上48。1888 年夏羅穀臣已去世，可知此詩是 1887 年所寫。 

從以上詩作可以看到施士洁和宦臺人士的往來情形以及這些文友聚會的地

點和模式。而這三首詩均作於 1887 年，可知施士洁在這一年和倪耘劬密切往來，

後來曾因陪唐景崧入覲而和倪再見面，但〈摸魚兒‧題倪雲臞大令「冰天躍馬圖」
49〉既置於《後蘇龕合集‧後蘇龕詩鈔》第一首，在〈滿江紅‧宣南旅愁〉之前，

由此推斷應該作於 1887 年，是兩人在斐亭吟社期間的唱和。 

又如〈菩薩蠻〉一詞： 

月兒三五人兒小，煖風吹透花開早，碧玉破瓜時，東君恰是誰？ 蕉心

                                                 
44 《後蘇龕合集》頁 370。 
45 《後蘇龕合集》頁 52。 
46 《後蘇龕合集》頁 63。 
47 《後蘇龕合集》頁 66。 
48參考《全臺詩作者個人資料》http://140.138.168.14/TWPAPP/ShowAuthorInfo.aspx?AID=000574 
49 《後蘇龕合集》頁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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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未展，好夢今宵短，莫道不銷魂，猩紅一朵痕50。 

從詞句看來是風懷作品，但完全無從得知寫作年代或創作背景等相關的資料，可

是從〈題朱素秋道裝畫蘭小照(按原稿本題詩四首，殘其一)〉這首詩的序言卻可

以尋繹出一些線索： 

碧玉破瓜之歲，金錢搖樹之場，費盡纏頭，盟成囓臂。平原十日，樽酒

無愁；小海雙聲，笙歌不夜。春申夢短，秋士襟寒。無可奈何，黯銷魂

於南浦；誰能遣此，枉咒語於東風。僕本恨人，卿真知我。□□寫□□

□□□□花，臨別贈言。淒絕天涯□□□□□□□□□□□□□□□哭

島□□(下闕數字) 51。 

施士洁在上海南浦的歌樓舞場邂逅年少貌美的碧玉，兩人甚至為「囓臂之盟」密

約婚嫁，可是綺夢終有清醒時刻，施士洁短暫停留之後終須離開，因此寫下這首

詩作。序言中的「碧玉」、「破瓜」、「東風」、「黯銷魂」在〈菩薩蠻〉詞作中也出

現相同或類似的詞，兩件作品的相似度頗高，應該指的就是同一件事。 

其他詞和詩可以互相參照的作品很多，不一一敘述，僅將這些作品表列如下： 

表二十七：施士洁詞草及相對應詩作參照表 

詞作（頁次） 詩作（頁次） 

〈貂裘換酒‧劉申村茂才旋閩錄別〉

（334） 
〈送別劉申村茂才旋閩次王叔珊廣文

韻〉（69） 
〈點櫻桃‧汪艾民司馬世父揖冰先生手

繪櫻桃一冊，並填此闋郵寄索和，即依

原調奉酬〉（340） 
〈高陽臺‧歌席同艾民作〉（340） 
〈換巢鸞鳳‧艾民旅廈，不解方言，填

此闋以鸚鵡自嘲，並索和〉（340） 

〈林菽莊京卿招同陳威季太守、汪艾民

司馬、龔叔翊主政、鄧舜農少尉游難普

陀巖寺撮影〉（165） 
〈林侍郎別墅讌集次艾民韻〉（165） 
〈浪嶼徵歌次艾民韻〉（166） 

〈百字令‧和盧坦公司馬〉（342） 

〈鷺門重晤盧坦公明府〉（188） 
〈次坦公見贈韻〉（188） 
〈次坦公「感懷」韻〉（188） 
〈次坦公「夕陽寮」韻〉（189） 
〈盆中殘菊次坦公韻〉（189） 

                                                 
50 《後蘇龕合集》頁 333。 
51 《後蘇龕合集》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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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盧用川鹺尹以墨拓魏碑、壽山石印相

貽，作此謝之，兼柬其尊甫坦公〉（190）

〈用川以酥肉絨酸棗餻相貽，先筆戲謝〉

（192） 
〈庚戌除夕，鷺門提帥公署梅花盛開。

坦公時在幕中，折贈數枝，以為寒齋清

供，並索償詩〉（192）  

〈浪淘沙‧和陳香雪太史〉（335）  
〈齊天樂‧和林小蜦上舍〉（336）  
〈浣溪紗‧和鍾壽若太史〉（336） 

〈上巳日陳香雪會元招游臺江〉（87） 
〈清明日，鍾壽若太史招同陳香雪庶

常、林鹿儔、陳青湘、林可山孝廉、林

小蜦上舍作展花朝臺江雅詩集〉（90） 
〈柬香雪、壽若兩太史〉（92） 

〈壺中天慢‧寄贈鹿溪陳槐庭居士，兼

示鄭毓臣上舍〉（337） 
〈寄答陳槐庭代柬〉（127） 

〈滿紅紅‧臺江舟夜〉（337） 
〈臺江本事詩，□□□□檢討韻〉（90）

〈臺江新竹枝詞〉（159）  
〈臺江錄別〉（170） 

〈如夢令‧自題四十九歲小影贈孫韶青

茂才〉（338）  
〈□□□夕，孫韶青二尹招飲寓齋□□

□贈〉 （134） 
〈滿江紅‧壽家又六明經母氏吳太君七

豒，即題其「家慶圖」〉（338） 
〈家又六明經、緝庭上舍、玉章太學約

友同游鼓山，小憩水鏡亭撮影52〉 
〈金縷曲‧龍溪晤沈孝廉傲樵〉（343）

〈前調‧重九日南山寺雅集，酒後泛月

龍江和傲樵，即用前韻〉（339）  
〈前調‧題傲樵「燕游詞草」，再疊前韻〉

（343） 
〈金縷曲‧臥病紫陽古署，簡沈傲樵〉

（344）  
〈前調十一疊韻〉（348） 

〈感事書懷，再疊前韻寄介堂，並質琛

笙、允白〉（225） 

〈金縷曲‧女弟子邱韻香以詩箑及外子

楊文升所畫山水長幅見贈，並索巖茶〉

（341） 

〈韻香□□□□□□□□□□韻□〉

（180）  
〈韻香來詩，有「願拜門牆」之語，如

韻答之〉（180） 
〈次韻香女弟子韻並柬其外子文升〉

（180） 
〈次韻香（下闕若干字）〉（181）  
〈韻香撮影相貽並索題句，予報以最近

                                                 
52 《後蘇龕合集》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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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影一幀，書此綴之〉（181） 
〈寄答韻香代柬 《後蘇龕合集》頁 182
韻香和韻清圓可喜，疊韻勖之〉（182）

〈韻香以泰西酒餅相貽，作答代簡〉

（183） 
〈滿江紅‧李麗君「花陰獨立圖」，為林

兵爪題〉（344） 
〈氐州第一‧帆影，林兵爪碧山詞社題〉

（351）  

〈健人以「兵爪無題」相示，如韻和之，

並效其體〉（248） 

詞的敘事性不如詩來得強，雖然施士洁在詞作之前多加上副題，並偶有小序

或註加以說明，寫作的具體情境或相關的資料通常仍較隱晦，因此不得不透過相

對應的詩作進行瞭解。純粹的文學欣賞應該讓詞作獨立出來，不討論作者或創作

背景，但是若嘗試透過作品對作者的生活、個性、經歷或是時代背景有更深入的

瞭解和掌握，則有必要爬梳出作品背後相關的點點滴滴。而這個釐清的過程有時

也能幫助我們更進一步解讀作品。  

二、詞調揀擇富變化 

《後蘇龕詞草》56 闋詞所使用到的詞牌有摸魚兒、菩薩蠻、一翦梅、滿江

紅、貂裘換酒、踏莎行、念奴嬌、浪淘沙、齊天樂、浣溪紗、金縷曲、如夢令、

虞美人、減字木蘭花、點櫻桃、高陽臺、換巢鸞凰、百念齡、長壽樂、氐州第一

及十二時53等 21 個。其中使用最多次的詞牌是金縷曲，共有 19 首；其次是滿江

紅 7 題 12 首54；念奴嬌五首55；摸魚兒三首56；氐州第一則有 2 首。 

56 闋詞使用到 21 個詞牌，其中重複使用的詞牌只有 5 個。這 5 個之中「金

縷曲」是疊韻的和作，累積達 19 首；「念奴嬌」詞調使用了 5 次，但分別標上「念

奴嬌」、「百字令」、「壺中天慢」等不同的別稱。對於詞牌的揀擇，施士洁算是非

常求變化的創作者。 

三、長調、雙調曲調作品居多 

詞是按樂譜曲調和節拍來填寫、歌唱的一種文學樣式。根據樂調上的變化，

一般可分為小令、中調、長調三類，五十八字以內為小令，五十九字至九十字為

                                                 
53 請參考論文附表二十七：「《後蘇龕詞草》詞牌及詞譜對照表」。 
54 七個獨立的詩題中，有五個是兩首一組的連章作品。 
55分別使用「念奴嬌」及「百字令」、「壺中天」等別稱，併入念奴嬌曲牌計算。 
56其中有兩首標明詞牌為買陂塘，因為是同曲高的別稱，合併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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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調，九十一字以上為長調57。《後蘇龕詞草》所收的作品包括小令 8 首，中調 1
首，長調 47 首。可知施士洁偏好創作長調的作品。 

每首詞內的分段，又有單調、雙調、三疊、四疊的分別。單調的詞往往就是

一首小令，它很像一首詩，不過是長短句罷了；雙調的詞可以是小令、中調或長

調。雙調就是把一首詞分成前後（或上下）兩闋。兩闋的字數相等或基本相等，

平仄、句式相同或部分相同，也可以完全不同。字數、平仄、句式相同的就像一

首曲子配著兩段歌詞。字數、平仄、句式不相同的，往往是開頭幾句不一樣，叫

做「換頭」。雙調是詞中最常見的形式；三疊或四疊就是將一首詞前後分成三或

四闋，其前後闋間的規則就如同雙調一般58。《後蘇龕合集‧後蘇龕詞草》所選

用的詞牌只有「如夢令」是單調，「十二時」是三疊，其餘全是雙調的作品。但

是原本應是單調作品的「如夢令」，施士洁卻是用雙調的形式呈現： 

一樣塵中小謫，田海剎那今昔，回首七鯤身，吹散黑風無跡！逋客、逋

客，雙　九年催白(四十內渡，今九年矣)。 鏡裏春光似箭，留取影兒

幾片。持贈箇儂家，還是老傖真面。相見，相見，慚對璧人顏汗59！ 

偏好長調作品的施士洁，覺得小令字數過短，不足以充分表達其情感，因此將「如

夢令」雙疊成雙調的作品，或是施士洁意欲以連章的形式呈現，而整理遺稿的人

誤解了，在排版時以上下闋的形式處理，我們無從查證，而這樣的結果，使得施

士洁留下來的詞作完全沒有單調的作品。 

四、普遍使用副題、序言、註語 

詞牌用以代表樂譜、曲調，至於內容則無法從詞牌上窺見，因此蘇東坡等人

在詞牌之後加上副題，用以揭示內容。在蘇軾現存的三百首左右的詞作中，懷古、

諷時、悼亡、送別、說理、詠史、遊宴、述懷、戲謔，感慨人生之作，無所不包，

內容廣泛，情思也呈現各種不同的層面與風貌。蘇軾的詞，內容複雜，每一首都

表達不同的主題，因此不得不在詞調下寫題目，不僅有題目，還加上簡明的小序，

以便使讀者確知其抒寫的用意。東坡詞之易懂，除了詞表現的透達之外，題與序

的作用也很顯明。後來這樣的處理方式便被普遍地使用。 

施士洁留下來的詞作，除了 4 首沒有副題之外，其餘均在詞牌名之後加上副

                                                 
57以字數來區分小令、中調、長調的說法有歧異的看法，如清人徐釚《詞苑叢談》：「唐人長短句

皆小令，一名可演為中調、長調，或繫之以犯、近、慢，不能以字數分。」就認為不能用字數來

作為分野，但這個議題不是本文的討論重點，為了敘述的方便仍以字數作為區別。 
58 參考馬文熙 《古漢語知識詳解辭典》  北京   中華書局 民 85 頁 990。 
59 〈如夢令（自題四十九歲小影贈孫韶青茂才）〉《後蘇龕詞草》頁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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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如〈摸魚兒‧題倪雲臞大令「冰天躍馬圖」60〉「摸魚兒」是詞牌，「題倪雲

臞大令『冰天躍馬圖』」則為詞題，用以說明詞作內容及創作動機。四首沒有副

題的詞作是詠懷和風懷一類作品，和其他文人互動不相干涉者。 

論文第四章61曾提及施士洁習慣使用長篇詩題、加註或加序的方式處理詩

作。這些作品均是施士洁和文友、仕紳往來的記錄。施士洁在臺灣時和遊宦臺灣

的文人互動頻繁，內渡後仍繼續和這些離臺的遊宦文人往來。除此，也和散佚在

大陸各地的臺灣詩人以及留在臺灣本土的詩人頻繁互動，甚至和日本友人有往

來。這樣交錯的人際網絡，讓施士洁在詩題中更為留意標註出這些往來文友的詳

細背景以及相關的活動和時、地。以詩題記事，因此形成長篇詩題。這樣的創作

特色同樣存在詞作中。 

施士洁使用的副題最長的為〈前調十一疊韻‧傲樵以十疊贈行，予謂填詞和

韻至於十疊，千古所未有也；然東撏西撦，貽笑大方，棄甲曳兵，在所不免，十

一疊勉強塞責。明日歲除，從此閣筆，乞降而已62〉共有 59 字；其次是〈點櫻

桃‧汪艾民司馬世父揖冰先生手繪櫻桃一冊，並填此闋郵寄索和，即依原調奉酬
63〉有 31 字；〈前調十疊韻‧傲樵九疊，自謂楚人，本「楚辭」、「九章」、「九歌」

之義。予時將旋廈，即以錄別十疊酬之〉30 字。這些長篇副題和詩題一樣，都

是用以記事，標出往來文友的背景和互動情形。 

有了詞題的說明，我們可以推斷出詞人創作的時間、地點以及創作背景，也

就能循此線索歸結出詞人早期、中期、晚期詞作的差異，明瞭其風格流變。 

詞作之前加上序言的情況也同時存在施士洁的作品當中。如〈金縷曲‧哭謝

姬浣霞〉，序言云：  

姬來歸十年矣。丁酉五月，予客臺江，養　媚香樓上。姬以是月朔日，

疫死西岑。予讀家書，病增劇。媚香主人親為量藥稱水，款惜備至。予

既悼姬之年雛命薄，而又感主人之交久意真也。口占此闋以示主人，彼

此共為一哭而已64！ 

〈前調‧哭郭姬燕玉〉： 

                                                 
60 《後蘇龕合集》頁 333。 
61 請參考論文第四章《後蘇龕詩鈔》內容探究，第一節「詩作特色」。 
62 《後蘇龕合集》頁 348。 
63 《後蘇龕合集》頁 340。 
64 《後蘇龕全集》頁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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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姬歿二十日，姬亦染疫而歿65。 

〈高陽臺‧歌席同艾民作〉有序言如下：  

 陳威季太守屬意歌者，艾民填此闋以調之，時丁未三月三日也66。 

詞作前加序言的情形在宋朝時即已出現，而且有其緣由：「詞的抒情特性決

定了詞不宜以敘事為主，否則會沖淡詞的抒情性。但詞人又是緣事而發，事件的

某些過程又不得不交代，於是用小序來紀事，而詞本文則著重表現由此事所引發

的情感。這樣，詞本文與題序相互生發、印證67。」加了序言之後，讓我們更能

掌握作品的寫作背景和創作動機，而且能讓文學的歸文學，敘事的歸敘事，是頗

為聰明的方法。 

同樣可以達到補足背景資訊以顯豁詞意的，還有加註的處理方式。加註的方

式又有兩種不同的呈現，一種是在詞題之後再加上註語，如〈百念齡（陳孚其封

翁王夫人七十有四雙壽）（庚申正月十有七日生）〉、〈長壽樂（菽莊主人四十六初

度）（庚申五月十又八日）〉，在曲牌之後有兩個（），前一個顯然是詞題，後者便

是註。 
另一種註語則是加在詞作的文字之後，如〈百字令‧和盧坦公司馬〉： 

地球量遍，莽天涯，那有者般情種？吾血自涼君自熱，懶作憂時面孔。

骨鐵成灰，肝冰化石，彼此酸辛共。無乾淨土，可容三尺詩冢。 怪底

海氣噓樓，市聲沸鼎，攪破林泉夢。誰把俗塵千萬斛，埋透老夫頂踵？

隙裏駒忙，燈前蛾險，冷籟秋風送。滄桑回首，至今痛定思痛(謂割臺

事) 68
！ 

又如〈前調‧重九日南山寺雅集，酒後泛月龍江和傲樵，即用前韻‧〉： 

廿載重陽客，又今番登高結伴，惺惺互惜。山寺黃花應笑我，劫後髩絲

今白；更休說鬼才仙謫。憑弔金華繙貝葉(寺有唐金華公主遺楄，又貝

葉真經全部)，愧儒酸字未佉盧識，揩老眼，朱成碧。 許侯膏黍今郇

伯(時臥樵客許允白邑侯幕)，把龍江有如此水，流傳政跡。我與寺僧同

入定，笑問幾時圓寂，任濁世滔天浪拍，差幸瘦腰詞史在，向異鄉佳節

探驪得，吸秋月，煉金魄69。 

                                                 
65 《後蘇龕全集》頁 337。 
66 《後蘇龕全集》頁 340。 
67 王兆鵬《宋南渡詞人群體研究》 臺北 文津出版社 民 81 年 3 月 頁 271。 
68 《後蘇龕全集》頁 342。 
69 《後蘇龕全集》頁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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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這些註語為我們保留了珍貴的史料，成為研究臺灣史或臺灣文學很重

要的參考資料，但若就詞的作法而言，實古人所無。施士洁以詞為詩的寫作傾向

也由此可以窺見。 

《後蘇龕詞草》有些作品是屬於「連章組詞」，而這些組詞一律是兩首連章

的形式，且多數是在同一詞牌同一詞題之下連綴兩首，如〈滿紅紅‧臺江舟夜〉： 

何物情魔，活牽扯，癡人到老。莽回首，半生離合，悲歡多少？慘綠年

華塵過隙，落紅時節泥留爪，任茫茫一水萬浮萍，天緣巧。 翦不斷，

情絲裊；芟不淨，情根繞。問為誰憔悴，為誰懊惱？枕畔空餘春夢在，

箏邊祇覺秋聲好！聽遙鐘百八醉中催，魂蘇了！ 

道是無情，偏不料，有情如此：驀天外，煖風吹到，善和坊裏，膩友從

來須豔福，可兒難得兼知己。趁花間醉倒倩花扶，吾狂矣！ 釵花嚲，

袖花綺，鏡花笑，燈花喜；更心花醲郁，唾花甜美，好夢翻疑蝴蝶幻，

癡魂苦學鴛鴦死。對月娥私語悄無人，如江水70！ 

但有〈兩氐州第一‧帆影，林兵爪碧山詞社題71〉一首，在這一闋詞之後有標為

〈前調‧前題〉者，既然是同調同題，雖和滿江紅的處理方式不同，其意義則無

差別，可視為組詞。 

五、大量用典 

施士洁作詞慣於用典。運用典故是作者充實作品，修飾文辭的一種方法，妥

切地運用典故可以增加詞作的豐富意涵。劉勰在《文心雕龍》的〈事類〉篇所說

的：「事類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類義，援古以證今者也。」找類似的事情，

以作為詩義的佐證，達到「援古證今」的功效，就為典故做了很清楚的說明。 

古典詩用典的情形非常普遍，詞則因為特殊的文學性原本很少有用典者： 

詞之興起既本是源於里巷之俗曲，所以五代、宋初之詞原來極少使用古

典者，及至詩人蘇軾與賦家周邦彥在詞壇上相繼出現，始稍稍在詞中使

用古典，但周氏之用古典多只限於以唐人之詩句為主，蘇氏之用典亦遠

不及辛氏之多而且廣72。 

                                                 
70 《後蘇龕全集》頁 337。 
71 《後蘇龕全集》頁 351。 
72 葉嘉瑩、謬鉞《靈谿詞說》 臺北 正中書局 民 82 年 初版 頁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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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與周邦彥之後用典的情況漸多，到了辛棄疾之後用典的情形就更多更廣了。

博洽的施士洁在詞的創作上有意無意地泛用典故。 

運用典故有注明出處的「明引」及不標明出處的「暗引」兩種，縱觀施士洁

的用典情形，都是採用「暗引」，並未在詞作中說明典故的出處。 

施士洁使用典故，「語典」、「事典」都有，但是以事典居多。語典如「剩有

『曉風殘月』句，問含商嚼徵誰心得73？」「曉風殘月」出自柳永的〈雨霖鈴〉： 

寒蟬淒切，對長亭晚，驟雨初歇。都門帳飲無緒，留戀處、蘭舟催發。

執手相看淚眼，竟無語凝噎。念去去、千里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多

情自古傷離別，更那堪、冷落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柳岸曉風殘

月。此去經年，應是、良辰好景虛設。便縱有、千種風情，更與何人說！ 

又如「和韻憑君索，且休教名韁利鎖，軟紅沾著。高唱『大江東去』」好，

銕板銅琶一曲，算祇有髯蘇不俗74。」使用的是蘇東坡的名作「念奴嬌」中的句

子： 

大江東去，浪濤盡，千古風流人物，故壘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

亂石崩雲，驚濤裂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

瑾當年，小喬初嫁了，雄姿英發，羽扇綸巾，談笑間，檣艫灰飛煙滅，

故國神遊，多情應笑我 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 

施士洁一向以蘇東坡為偶像，在這一闋詞中清楚地道出對坡公的崇尚。 

施士洁的詞作中還有一些是引用「書名」以為典故，極為特殊，如： 

紅豆生來祇自憐，無人省識惡因緣，幾回薢茩幾纏綿！ 「香草箋」魂

通一縷，「桃花扇」血鬥雙妍，可兒癡到奈何天75！ 

《香草箋》是閨情綺豔一類詩作的作品集，和《疑雨集》並稱；《桃花扇》一書

則是孔尚任反映南明一代興亡的歷史劇，全書透過明末復社文人侯方域與秦淮名

妓李香君的愛情故事推演而成。施士洁這一闋詞是為回應找他一起去臺江尋花問

柳的友人而作，因此用《香草箋》和《桃花扇》兩本充滿綺思愛情的著作為典故。 

                                                 
73〈前調‧題傲樵「燕游詞草」，再疊前韻〉，《後蘇龕全集》頁 343。 
74 〈前調疊韻‧傲樵次韻索和，即疊前韻酬之〉，《後蘇龕全集》頁 345。 
75〈浣溪紗‧和鍾壽若太史〉，《後蘇龕全集》頁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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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得讀『離騷』須痛飲，憑弔芷蘭湘魄76。」詞句中的「離騷」是屈原

的代表作，真實而全面地印記著屈原苦難的一生。 

施士洁以書名入詞，將想表達的某種氛圍或情調，透過所引用的整部著作或

文章的精神傳遞出來。 

事典的運用，如「乾坤大，這落拓迂倪放眼壺天外77。」典出《後漢書‧卷

一百一十二下‧列傳‧費長房傳》： 

費長房者，汝南人也，曾為市椽。市中有老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

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見。惟長房於樓上睹之，異焉，因往再拜，

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神也，謂之曰：『子明日可更來。』長房旦日

復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惟見玉堂嚴麗，旨酒甘殽，盈衍其中，共飲

畢而出。 

費長房入老翁壺中，看見華麗景象，施士洁因用「壺天」指想像中的美好世界。 

又如「奈青山梁孟荊布，春無價78！」用梁鴻孟光「舉案齊眉」的典故。《後

漢書．卷七三．逸民列傳．梁鴻》： 

同縣孟氏有女，狀肥醜而黑，力舉石臼，擇對不嫁，至年三十。父母問

其故，女曰：「欲得賢如梁伯鸞者。」鴻聞而聘之。……字之曰德曜，

名孟光。……（鴻）遂至吳，依大家皋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每歸，

妻為具食，不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異之，曰：「彼傭能

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於家79。 

施士洁博用事典，而且常在同一首詞作中連用多個典故，形成典故密度極

高，意象極為豐富的獨特文學性格。如「安得鬼才長吉句，倒奚囊嘔盡胸中惡？

茵與溷，任飄落80。」詞句中用到鬼才李賀隨身帶詩囊的典故。唐李商隱《李長

吉小傳》： 

每旦日出，與諸公遊，恒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

即書投囊中81。 

                                                 
76 〈前調再疊韻‧傲樵擬作燕游，疊韻再和；棖觸舊夢，因再疊前韻〉，《後蘇龕全集》頁 345。 
77〈摸魚兒‧題倪雲臞大令「冰天躍馬圖」〉，《後蘇龕全集》頁 333。 
78十二時（和年家子盧乃沃茂才悼亡之作）（351）。 
79 《後漢書》 百衲本二十四史 臺北 臺灣商務印書館  民七十年臺五版 頁 1260。 
80〈前調再疊韻（傲樵擬作燕游，疊韻再和；棖觸舊夢，因再疊前韻）〉，《後蘇龕全集》頁 345。 
81 張 籍  《張司業集‧李長吉小傳》臺北市   臺灣商務 民 72 年 初版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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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用到「茵與溷」的典故。《梁書‧儒林傳‧范縝》： 

子良問曰：「君不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賤貧？」縝答曰：「人

生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蔕隨風而墮，自有拂簾幌墜於茵席之上，

自有關籬牆落于糞糞之側。墜茵席者，殿下是也；落糞溷者，下官是也。

貴賤雖復殊途，因果竟在何處82？」 

這闋詞是和文友的疊韻詞，結合兩個典故來謙指自己才學不足，運用極為恰當自

然。 

同樣的情形又如「到底狂生貧不病，萬古詞人落魄，是前世首陽盟約。笑我

顰施君瘦沈，鎮相憐槁餓芝田鶴，青白眼，窮途哭83！」「首陽盟約」用伯陽叔齊

的典故。《史記‧卷六十一‧ 伯夷列傳》： 

武王已平殷亂，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不食周粟，隱於首陽

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

以暴易暴兮，不知其非矣！神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

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84。 

「芝田鶴」語出張鎡〈賀新郎‧次辛稼軒韻寄呈〉： 

邂逅非專約。紀當年、林堂對竹，豔歌春酌。一笑乘鸞明月影，餘事丹

青麟閣。待宇宙、長繩穿卻。念我中原空有夢，渺風塵、萬里迷長樂。

愁易老，欠靈藥。  別來幾度霜天鶚。厭紛紛、吞腥啄腐，狗偷烏攫。

東晉風流兼慷慨，公自陽春有腳。妙悟處、不存毫髮。何日相從雲水去，

看精神峭緊芝田鶴。書壯語，遍巖壑85。 

「賀新郎」即「金縷曲」，相同詞牌，相對應的詞句位置，施士洁的「鎮相憐槁

餓芝田鶴」無疑是由張鎡的「看精神峭緊芝田鶴」改易而來。 

「青白眼」，表示重視或輕視的眼色。典出《晉書․卷四十九․阮籍傳》： 

籍又能為青白眼，見禮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來弔，籍作白眼，

喜不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見青眼。 

                                                                                                                                            
書 ， 據國立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82《梁書》 百衲本二十四史 臺北 臺灣商務印書館  民七十七年 臺六版 頁 384。 
83 〈金縷曲‧臥病紫陽古署，簡沈傲樵〉，《後蘇龕全集》頁 344。 
84 《史記》臺北 榮文出版社 民七十一年（不錄版次）頁 564。 
85 參考《全宋詞》臺北市 編者 民五十九年 頁 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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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途哭」則見《晉書·阮籍傳》載：「時率意獨駕，不由徑路，車跡所窮，

輒慟哭而返。」杜甫困居長安期間，曾作投贈詩《敬贈鄭諫議十韻》，詩中有云：

「君見窮途哭，宜憂阮步兵。」施士洁引用此語既是語典也是事典，以阮籍窮途

慟哭，來比喻自己生路的艱辛，是正面使用此典。 

同一闋詞中疊用多個典故，講述施士洁因臺灣淪陷，義不食周粟，而返回舊

籍，在此和沈傲樵結識，受其敬重，兩人同樣形容枯槁，互相憐惜，而前途艱辛，

不免如阮籍作窮途哭。此時施士洁不僅沒有工作，而且臥病紫陽古署，貧病無著，

詞作中的典故自然融合，將詩人的處境烘托而出。 

施士洁在臺灣及內渡後均於文人社團中居祭酒地位，慕才聞名而與之相交遊

者多，詩人因之不免刻意在作品中顯露他的文采及博學。而長期參與詩社活動，

文友往來逞才鬥詩，也是造成疊韻不絕、用典益發講究的重要原因。 

六、使用新名詞、新觀念 

施士洁為了和文友、學生應酬往來，詞作中或論及時事，或熔鑄新名詞、新

觀念。如「遮莫黃花岡上冢，真箇天能奪魄86。」，辛亥革命烈士犧牲慘烈，黃花

岡上的英魂真可驚天地泣鬼神，而這一次戰役更奠定了武昌起義的成功，施士洁

在 1913 年左右寫成這闋詞，和文友沈傲樵慷慨激昂地討論時局的變化。 

「況廿紀，文明發達，從此女權開學界：演歐西，秀哲羅蘭說，執牛耳，雌

中傑87！」則是寫給女弟子邱韻香的作品，詞中盡是當時的新思維、新名詞。究

其內涵，卻完全是應酬恭維之意，文字淺露，失去詞溫婉含蓄的美感。但是這個

作品所展現，在用語、題材上勇於嘗試，不墨守禮法、不局限於詞的文學特性，

這一點和他在詩作上的表現是齊一的，而此一文學傾向的堅持在論文第四章「詩

作特色」一節已述及，不再贅述。 

基本上，施士洁的詞是詩的延伸，除了格式上的差異之外，不論在情感上，

酬酢的用途上或是加序、加註等表達方式上，和詩幾乎毫無二致。他的詞大抵是

內渡後所作，應景戲作的性質濃厚，除了兩首悼亡詞之外，詞作既未能用以記事，

得其豪放之旨，也未能用以抒情，得其溫婉之致，更甚者，逞才鬥詞，非出於真

情流露者，是以格調未高，影響力也不足，加上作品的數量不多，因此代表意義

不大，歷來討論施士洁均未有及其詞作者。不過《後蘇龕合集‧後蘇龕詞草》所

收作品仍具有文獻意義，也可見施士洁的能詩擅詞，博洽而多才。 

                                                 
86〈前調八疊韻‧傲樵七疊韻，憤時極矣。予為廣其意，八疊酬之〉，《後蘇龕全集》頁 347。 
87 〈金縷曲‧女弟子邱韻香以詩箑及外子楊文升所畫山水長幅見贈，並索巖茶〉，《後蘇龕全集》

頁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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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八：《後蘇龕詞草》詞牌及詞譜對照表 

詞題

（頁） 

（題倪雲臞大令「冰天躍馬圖」）（333）（摸魚兒） 
乙卯三月三日，菽莊修禊，用禊序字分韻得此字（349）（買陂塘）

為林二眉生題摩耶山踏雪真影（349）（買陂塘） 
調式 雙調一百一十六字，前後闋各七仄韻，上去通壓。 

摸
魚
兒
︵
又
名
﹁
買
陂
塘
﹂︶ 

詞譜 

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仄仄仄平

平，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仄平平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

平平平仄。平平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仄仄

仄平平，平平仄仄，平仄仄平仄。 

 
詞題

（頁） 
無詞題（333） 

調式 
四十四字，共用四個韻。前闋後二句與後闋後二句字數平仄相同。

前後闋末句都可改用律句平平仄仄平。 菩
薩
蠻 

詞譜 

(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仄。 
(仄)仄仄平平，(仄)平平仄平。 
(平)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 
(仄)仄仄平平，(仄)平平仄平。 

 
詞題

（頁） 
無詞題（333）、（335） 

調式 
雙調六十字，前後闋句句用平韻，一韻到底。八個四字句一般都

用對仗。有一體只須前後闋的一、三、六句用韻。 一
翦
梅 

詞譜 

（平）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

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 
[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平仄仄平平。[仄]
仄平平，[仄]仄平平。 

 

滿
江
紅 

詞題

（頁） 

宣南旅愁（334）（單）、張穀齋總戎柳陰小隱行看子（334）（單）、

臺江舟夜（337）、壽家又六明經母氏吳太君七豒，即題其「家慶

圖」（339）、簡林二仲蘅（339）、題盧震岳鹺尹除夕幻象撮影，圖

中具冠服，捧紙元寶斜腉而笑（342）、李麗君「花陰獨立圖」，為

林兵爪題（344） 
＊施士洁使用此詞牌習慣以二首連章的方式處理，上述詞題除了

註（單）者是單獨一首之外，其餘皆為兩首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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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式 
此調為雙調九十三字，前闋四仄韻，後句五仄韻，前闋五六句，

後闋七八句要對仗。後闋三字四字也用對仗。 

詞譜 

(仄)仄平平，(平)(平)仄、(平)平(仄)仄。(平)(仄)仄、(仄)平(平)仄，

(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
平、(仄)仄仄平平，平平仄。 
(仄)(平)仄，平(仄)仄。(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

仄。(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
仄平平，平平仄。 

 
詞題

（頁） 
劉申村茂才旋閩錄別（334） 

調式 雙調，一百十六字。 
貂
裘
換
酒
︵
即
賀
新
郎
︶ 

詞譜 

(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平(仄)
仄，(仄)仄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平平(仄)仄，

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仄仄、仄平仄。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仄(平)
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
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仄仄，仄平仄。 

 
詞題

（頁） 
為吳印春內史帳眉題畫（334） 

調式 雙調五十八字，前後闋各三仄韻，前後闋開始兩句例用對仗。 踏
莎
行 

詞譜 
(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仄平

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仄)
仄平平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仄。 

 

詞題

（頁） 

憶蘭（335）（念奴嬌） 
題龔仲涵茂才「藤花吟館遺稿」（338）（百字令） 
寄贈鹿溪陳槐庭居士，兼示鄭毓臣上舍（338）（壺中天） 
和盧坦公司馬（342）（百字令） 
贈錢生選青（350）（壺中天） 

念
奴
嬌
︵
又
名
﹁
百
字

令
﹂、﹁
壺
中
天
﹂︶ 調式 

雙調一百字，前後闋各四仄韻，一韻到底。本調不甚拘平仄，但

常用入聲韻。上下闋後七句字數平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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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譜 

(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或：仄平平(仄)仄、(仄)
平平仄］。(仄)仄(平)平平仄仄，(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平，(平)
平(仄)仄，仄仄平平仄。(平)平(平)仄，(平)平平仄平仄。 
(平)仄(平)仄平平［或(平)平(仄)仄平平］，(平)平平仄［或(仄)仄平

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平仄仄，(仄)仄(平)平平仄。(仄)
仄平平，(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平)平(平)仄，(平)平平仄

平(仄)。 
 

詞題

（頁） 
和陳香雪太史（335） 

調式 雙調五十四字，前後闋各四平浪淘沙，一韻到底。 
浪
淘
沙 

詞譜 

(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

仄仄，(仄)仄平平。 
 
(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

仄仄，(仄)仄平平。 
 

詞題

（頁） 
和林小蜦上舍（336） 

調式 雙調一百零二字。 

齊
天
樂 

詞譜 

（仄）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

仄平平平仄。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仄。 
平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

仄仄平平平仄，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仄平平，

仄平平仄仄。 
 

詞題

（頁） 
和鍾壽若太史（336） 

調式 雙調四十二字。前後闕首句平仄異，二三句同。 浣
溪
紗 

詞譜 
仄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仄平平。仄平仄仄仄平平。 
仄仄仄平平仄仄，仄平仄仄仄平平。仄平仄仄仄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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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題

（頁） 

哭謝姬浣霞（336）、哭郭姬燕玉（337）、女弟子邱韻香以詩箑及

外子楊文升所畫山水長幅見贈，並索巖茶（341）、贈賀話羲司幣

（341）、龍溪晤沈孝廉傲樵（343）、重九日南山寺雅集，酒後泛

月龍江和傲樵，即用前韻（343）、題傲樵「燕游詞草」，再疊前韻

（343）、臥病紫陽古署，簡沈傲樵（344）、傲樵次韻索和，即疊

前韻酬之（345）、傲樵擬作燕游，疊韻再和；棖觸舊夢，因再疊

前韻（345）、傲樵再疊前韻和我，酒後三疊酬之（345）、傲樵三

疊和韻兼及近事，四疊酬之（346）、傲樵四疊見和，愈唱愈高，

五疊酬之（346）、傲樵五疊見示，急景凋年，愴懷世局，六疊酬

之（347）、傲樵六疊索和，時予與允白話故郷事，七疊酬之（347）、

傲樵七疊韻，憤時極矣。予為廣其意，八疊酬之（347）、傲樵八

疊，時由邑署移寓城東，予郵寄九疊酬之（348）、傲樵九疊，自

謂楚人，本「楚辭」、「九章」、「九歌」之義。予時將旋廈，即以

錄別十疊酬之（348）、傲樵以十疊贈行，予謂填詞和韻至於十疊，

千古所未有也；然東撏西撦，貽笑大方，棄甲曳兵，在所不免，

十一疊勉強塞責。明日歲除，從此閣筆，乞降而已（348）。 
調式 雙調，一百十六字。 

金
縷
曲 

詞譜 

(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平(仄)
仄，(仄)仄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平平(仄)仄，

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仄仄,仄平仄。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仄(平)
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
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仄仄，仄平仄。 

 
詞題

（頁） 
自題四十九歲小影贈孫韶青茂才（338） 

調式 單調三十三字，五仄韻，一疊韻，上去通押。 如
夢
令 

詞譜 
(仄)仄(仄)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仄(仄)
平平仄。平仄，平仄（疊句），(仄)仄(仄)平平仄。 

 
詞題

（頁） 
無詞題（342） 

虞
美
人 調式 

雙調五十六字，前後闋各兩仄韻、兩平韻，平仄換韻， 每句不同

韻，方式是「甲乙丙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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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譜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 
 

 
詞題

（頁） 
（342） 

調式 
雙調四十四字，前後闋各兩仄韻，兩平韻，每句不同韻，換韻方

式「甲乙丙丁」。 減
字
木
蘭
花 

詞譜 

(平)平(仄)仄，(仄)仄(平)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
仄平。 
 
(平)平(仄)仄，(仄)仄(平)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
仄平。 

 
詞題

（頁） 
汪艾民司馬世父揖冰先生手繪櫻桃一冊，並填此闋郵寄索和，即

依原調奉酬（340） 

調式 
雙調，上片四句，押三仄韻，二十字，下片五句，押四仄韻，二

十一字，用仙呂調，共四十一字。 
點
櫻
桃 

詞譜 
(仄)仄平平，(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仄平平仄。(仄)
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仄平平仄。 

 
詞題

（頁） 
歌席同艾民作（340） 

調式 雙調一百字。 

高
陽
臺 

詞譜 

平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平平，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

平平。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仄仄

平平。仄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 
 

詞題

（頁） 
艾民旅廈，不解方言，填此闋以鸚鵡自嘲，並索和（340） 

換
巢
鸞

凰 

調式 雙調一百字。分前後兩段，前後闋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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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譜 

平仄平平，仄平平仄平，平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

仄仄平仄仄平平，仄平平，平平平仄平，仄平平仄，仄仄仄平平

仄。 
平仄，平平仄，平仄平平，平仄仄平仄，仄仄平平，平仄仄仄，

平仄仄平平仄，平平平平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平仄，平

仄平仄平平仄。 
 

詞題

（頁） 
陳孚其封翁王夫人七十有四雙壽（350） 

調式 雙調共一百二十字。 

百
念
齡 

詞譜 

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仄平平，平仄仄平，仄平平仄仄，平平

平平平仄仄，仄平平平仄平平。仄平仄平平，仄平仄仄，仄仄仄

平平，仄平平仄，平仄平平仄仄。 
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仄平平，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仄仄，仄

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平平，仄平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仄，

平平平平平仄，平仄平平平仄。 
 

詞題

（頁） 
菽莊主人四十六初度（350） 

調式 雙調一百十三字。前段十一句五仄韻；後段十句五仄韻。 
長
壽
樂 

詞譜 

平平仄仄。仄平仄。平仄平平平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仄

平平平仄。仄平平。平仄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

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

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 
 

詞題

（頁） 
帆影，林兵爪碧山詞社題（351）、前題（351） 

 
調式 雙調一百二字，前段十一句四仄韻，後段十句五仄韻。 

氐
州
第
一 

詞譜 

平仄平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仄平平，平平（仄）

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

平。（平）平（仄）仄。仄平平仄。 
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

仄仄平平。仄平平。平平仄仄。 
 

十
二時 

詞題

（頁） 
和年家子盧乃沃茂才悼亡之作（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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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式 
三段一百四十一字。前段十一句七仄韻；中段八句四仄韻；後段

十句四仄韻。 

詞譜 

仄平平。仄平平仄。平仄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仄仄。仄仄平

平仄仄。平仄平平。平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仄仄。平仄平平。

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 
平仄平，平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平仄仄平。仄平平仄。平仄

平平仄。仄仄平仄仄。仄平平仄平仄。 
仄平平，仄平平仄。平仄平平平仄。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仄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仄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

仄。 
上表詞譜及調式部分參考： 
沈英名  《孟玉詞譜‧第二集》  佩文書社  民 51 臺 初版。 
御製《詞譜》殿印本縮印 臺北市 聞汝賢 出版 民 53 年。 
沈英名  《孟玉詞譜》  臺北市  正中 民 81 臺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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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九：《後蘇龕合集‧後蘇龕詞草》篇目及分類表 

 
年 題名 頁次 首 體裁 類別 註 序 詞題 和韻詩

1987 摸魚兒（題倪雲臞大令「冰天

躍馬圖」） 
333 1 長調 題贈   有  

 菩薩蠻 333 1 小令 風懷     
 一翦梅 333 1 小令 風懷 有    
 滿江紅（宣南旅愁） 334 1 長調 詠懷   有  
 前調（張穀齋總戎柳陰小隱行

看子） 
334 1 長調 題贈   有  

 貂裘換酒（劉申村茂才旋閩錄

別） 
334 1 長調 送別   有  

 踏莎行（為吳印春內史帳眉題

畫） 
334 1 小令 題贈   有  

1898 一翦梅 335 1 中調 風懷 有    
 念奴嬌（憶蘭） 335 1 長調 風懷 有  有  
 浪淘沙（和陳香雪太史） 335 1 小令 唱和   有 是 
 齊天樂（和林小蜦上舍） 336 1 長調 唱和   有 是 
 浣溪紗（和鍾壽若太史） 336 1 小令 唱和   有 是 
 金縷曲（哭謝姬浣霞） 336 1 長調 傷悼  有 有  
 前調（哭郭姬燕玉） 337 1 長調 傷悼  有 有  

1903 壺中天慢（寄贈鹿溪陳槐庭居

士，兼示鄭毓臣上舍） 
337 1 長調 贈答 有  有  

 滿江紅（臺江舟夜） 337 2 長調 風懷   有  
1903 如夢令（自題四十九歲小影贈

孫韶青茂才） 
338 1 小令 題贈 有  有  

 百字令（題龔仲涵茂才「藤花

吟館遺稿」） 
338 1 長調 題贈 有  有  

 減字木蘭花 339 1 長調 詠懷     
 滿江紅（壽家又六明經母氏吳

太君七豒，即題其「家慶圖」）
339 1 長調 題贈   有  

 前調（簡林二仲蘅） 339 1 長調 贈答   有  
 點櫻桃（汪艾民司馬世父揖冰

先生手繪櫻桃一冊，並填此闋

郵寄索和，即依原調奉酬） 

340 1 小令 唱和   有 是 

1907 高陽臺（歌席同艾民作） 340 1 長調 唱和 有 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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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巢鸞凰（艾民旅廈，不解方

言，填此闋以鸚鵡自嘲，並索

和） 

340 1 長調 唱和 有  有 是 

 金縷曲（女弟子邱韻香以詩箑

及外子楊文升所畫山水長幅

見贈，並索巖茶） 

341 1 長調 贈答   有  

 前調（贈賀話羲司幣） 341 1 長調 贈答 有  有  
 滿江紅（題盧震岳鹺尹除夕幻

象撮影，圖中具冠服，捧紙元

寶斜腉而笑） 

342 2 長調 題贈   有  

 百字令（和盧坦公司馬） 342 1 長調 唱和 有  有 是 
 虞美人 342 1 小令 詠懷     
 金縷曲（龍溪晤沈孝廉傲樵） 343 1 長調 記事   有  
 前調（重九日南山寺雅集，酒

後泛月龍江和傲樵，即用前

韻） 

343 1 長調 唱和 有  有 是 

 前調（題傲樵「燕游詞草」，

再疊前韻） 
343 1 長調 題贈   有  

 滿江紅（李麗君「花陰獨立

圖」，為林兵爪題） 
344 2 長調 題贈   有  

 金縷曲（臥病紫陽古署，簡沈

傲樵） 
344 1 長調 贈答   有  

 前調疊韻（傲樵次韻索和，即

疊前韻酬之） 
345 1 長調 唱和   有 是 

 前調再疊韻（傲樵擬作燕游，

疊韻再和；棖觸舊夢，因再疊

前韻）， 

345 1 長調 唱和   有 是 

 前調三疊韻（傲樵再疊前韻和

我，酒後三疊酬之） 
345 1 長調 唱和 有  有 是 

 前調四疊韻（傲樵三疊和韻兼

及近事，四疊酬之） 
346 1 長調 唱和   有 是 

 前調五疊韻（傲樵四疊見和，

愈唱愈高，五疊酬之） 
346 1 長調 唱和 有  有 是 

 前調六疊韻（傲樵五疊見示，

急景凋年，愴懷世局，六疊酬

之） 

347 1 長調 唱和   有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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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調七疊韻（傲樵六疊索和，

時予與允白話故郷事，七疊酬

之） 

347 1 長調 唱和   有 是 

 前調八疊韻（傲樵七疊韻，憤

時極矣。予為廣其意，八疊酬

之） 

347 1 長調 唱和   有 是 

 前調九疊韻（傲樵八疊，時由

邑署移寓城東，予郵寄九疊酬

之） 

348 1 長調 唱和   有 是 

 前調十疊韻（傲樵九疊，自謂

楚人，本「楚辭」、「九章」、「九

歌」之義。予時將旋廈，即以

錄別十疊酬之） 

348 1 長調 唱和   有 是 

 前調十一疊韻（傲樵以十疊贈

行，予謂填詞和韻至於十疊，

千古所未有也；然東撏西撦，

貽笑大方，棄甲曳兵，在所不

免，十一疊勉強塞責。明日歲

除，從此閣筆，乞降而已） 

348 1 長調 唱和   有 是 

1915 買陂塘（乙卯三月三日，菽莊

修禊，用禊序字分韻得此字）
349 1 長調 宴集   有  

 前調（為林二眉生題摩耶山踏

雪真影） 
349 1 長調 題贈   有  

 壺中天慢（贈錢生選青） 350 1 長調 贈答 有  有  
1920 百念齡（陳孚其封翁王夫人七

十有四雙壽） 
350 1 長調 祝壽 有 有 有  

1920 長壽樂（菽莊主人四十六初

度） 
350 1 長調 祝壽 有  有  

 氐州第一（帆影，林兵爪碧山

詞社題） 
351 1 長調 題贈   有  

 前調（前題） 351 1 長調 題贈   有  
 十二時（和年家子盧乃沃茂才

悼亡之作） 
351 1 長調 唱和   有 是 

共有小令 8 首；中調 1 首；長調 47 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