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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施士洁的文稿 

施士洁的作品集《後蘇龕合集》，收有文稿二卷及補編一卷，文稿的部分是

施士洁端楷繕錄，仔細手訂的定稿《後蘇龕文稿》；補編部分則是臺銀研究室在

整理其遺稿時，從其他詩文稿中，選其有關史料者編輯而成1。以下分別以《後

蘇龕合集‧後蘇龕文稿》及《後蘇龕合集‧後蘇龕文稿補編》稱呼這兩部分的作

品。 

本章分兩節介紹。第一節將施士洁的文章依題材性質加以分類，第二節則就

文章的內容特色作一概略敘述。 

第一節：文體分類 

姚鼐的《古文辭類纂》將文章分為論辯、序跋、奏議、書說、贈序、詔令、

傳狀、碑誌、雜記、箴銘、頌讚、辭賦、哀祭等十三類。曾國藩的《經史百家雜

鈔》將之濃縮為三門十一類，箸述門：論箸、詞賦、序跋；告語門：詔令、奏議、

書牘、哀祭；記載門：傳誌、敘記、典志、雜記。古文的分類大概以這兩本著作

的分類法為依歸。 

文章的分類隨著內容、性質、用途或是呈現形式的不同，有其難以分割涵蓋

之處。如《經史百家雜鈔》「論箸」類為「箸作之無韻者」；「詞賦類」為「箸作

之有韻者」，韻文與否成為這兩大類的分野，但是文只有有韻或無韻兩種，以此

作為標準已涵蓋所有文章，則其他的分類便顯得沒有意義。又如「墓誌銘」，《古

文辭類纂》將之歸入「碑誌類」，其他歌頌功德，施於金石的文章也歸入此類。

如此則施士洁〈臺灣北港增修朝天宮碑記〉一文應可畫為「碑誌類」，而傳狀則

別為一類。《經史百家雜鈔》則立「傳誌類」，傳狀及墓誌銘皆可入於此類，而〈臺

灣北港增修朝天宮碑記〉則不可歸入其中。 

文章分類既有其不可清楚劃分之處，又有其縱觀全局的方便性，本論文不拘

泥在《古文辭類纂》或《經史百家雜鈔》的分類標準上，只將施士洁的七十八篇

文稿依內容作一概略性劃分，並在每一類別之前對於分類原則稍作說明。 

                                                 
1 以上說明詳見《後蘇龕合集‧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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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跋類 

序跋或稱「敘」、「引」，是寫於一本書或一篇文章之前或後的文字，用來陳

述著作之旨趣或介紹文章之梗概。序又可以分為「自序」及請他人撰述的「他序」

（或稱「代序」）。序跋沒有既定寫法，如果是作者自己寫的自序，通常用語較為

謙遜，著重說明這本書的寫作目的、編輯要旨和特點；若是為他人寫的序，則會

著重於對作品的推許和讀後感想。  

施士洁在臺灣文人社群中備受推崇，請他代序的人不少。如他的學生鄭毓

臣，曾蒐集海內外百餘名詩人的六百多首詩，刻為《師友風義錄》，於 1903 年出

版，其中輯入施士洁詩作四十餘首，這本書的書序便是施士洁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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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雅游，衋然念人生修短、顯晦、離合之故，嘗擬輯「師友風義錄」；

廣羅海內外詩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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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時，不佞快其有志竟成；唐公亦驩喜讚歎，願助剞劂

之役。亡何，耘劬溘逝，此稿不知所之！不佞　　至今，若膺重負。 

客歲僑居鷺門，吾友鄭毓臣上舍手兩詩冊見示，大抵東亞諸名士之作，

題曰「師友風義錄」；屬不佞重為選校，將以壽之棃棗。毓臣蓋即唐公

歲試所得之士也。嗟夫！海水群飛，黑風吹夢，此種零膏剩馥，往往流

落人間！上舍乃能相印以心，不謀而合；即擬之香山廣大教主，亦復何

慚！異時新羅聘穎士為師，吐谷購子昇之集，不佞尤將拭目俟之。 

猥授末簡，棖觸前塵，率肊序此，願以質之同志者2。 

施士洁在臺灣和唐景崧等文友朋尊雅遊時，就曾想要輯錄眾人的詩作，但始終未

能實行，後來倪耘劬總算實現了這個想法，可惜來不及出版便溘逝，書稿也就不

知下落了。施士洁在序言中回憶這段曲折，以讚揚鄭毓臣能承繼並實踐此一志願。 

新竹鄭如蘭的《偏遠堂吟草》在 1913 年由其子託王松整理出版，也跨海商

請施士洁作序： 

                                                 
2 〈鄭毓臣上舍師友風義錄序〉，《後蘇龕合集》頁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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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道人生當濁世，目擊桑田三淺，邑邑不自聊。偶一呻吟，而憤時嫉俗、

悲天憫人之概，吐躍於毫楮；又竊慮為同輩所厭，然終莫能善刀而藏。

此耐道人之所以短而窮愁到老也。 

吾世丈香谷鄭先生，素所為詩，無矜躁焦鬱之音，斯足尚矣！先生世父

儀部公與先君子在道光朝曾同儤直郎署，紀群交好，歷世彌永。今先生

文孫伯端，好禮而能篤故者也；吾臺詩人友竹王君為之介，奉先生遺稿，

乞序於耐道人，將以授梓人焉。耐道人顧謂門人鄭鵬雲曰：『先生善繼

述，樂施與，持盈保泰，富壽以終，殆書所稱九五福之完人歟？雖不能

詩，其人傳矣；況更能詩乎哉』3！ 

這些書序大抵簡短樸實，或介紹成書緣起，或述及自己和作者的因緣，而這

些介紹文字恰恰提供了後人一些珍貴的資料，如施士洁曾隨唐景崧入覲，又如他

和北郭園鄭家的關係等。 

其他如施士洁女弟子「繡英閣主人」邱韻香，有《繡英閣詩鈔》，施士洁為

作〈繡英閣詩鈔小引（辛亥六月六日）4〉，原書已不傳，端賴這篇序文寫下它的

曾經存在。再如《後蘇龕合集》未收的《捲濤閣詩草‧施序》、《如此江山樓詩存‧

序》、《重刻北郭園全集‧序5》、《窺園留草‧序》都由施士洁所作。 

以上所提都屬於「書序」，其他還有一些比較特殊的序，如〈東寧女子洪碧

梧金石篆刻小引6〉，雖也是書序，只是書的內容非詩非文，而是篆刻作品集。又

如〈黃未廬明經潤格小引7〉是為擅長書畫的文友黃未廬的「潤格」所寫的引言。

「潤格」一詞一般專用於書畫圈內，是指書畫篆刻家出售作品所列的價目標準，

它好比寫文章的稿酬。書畫家定潤格，還請文友作序，極為有趣。 

還有一些序是為了社團成立或新居落成而作。社團成立或新居落成時，每有

友朋相賀，文友更不免有詩文以贈，俟後收集成冊作為紀念，因此有序。這一類

序言和書序不同，書寫的內容以社團成立經過及庭園建築、主人事功風格等描寫

為主。如〈菽莊序言（甲寅正月）〉： 

僕與叔臧，兩世紀、群，十年嵇、阮。鷺門市隱，同作賓萌；鯤島燹餘，

                                                 
3 《鄭香谷部郎偏遠堂吟草序》，《後蘇龕合集》頁 371。 
4 《後蘇龕合集》頁 405。 
5此書已不傳，序文收入《台灣詩鈔‧附錄一》  「臺灣文獻叢刊第二八０種」台北市  臺灣銀

行經濟研究室  頁 444-445 。 
6 《後蘇龕合集》頁 410。 
7 《後蘇龕合集》頁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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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留幸草。乃者佛輪風蕩，帝網天開；謝傅之山高臥，溫公之園獨樂。

羊欣止足，亦老亦莊；潘岳閒居，一邱一壑：於鼓浪嶼之陰，得鶴墅焉。

礁通鹿耳，渡近龍頭；此亦鑑湖，何須甫里？七松蓋瓦，自成半畝之宮；

六枳揵籬，不費中人之產。嵇含歸厚，杜佑安仁；即以「菽莊」額之，

從其主人之號也。大山屬於何點，豈必千萬買鄰？小園比之庾信，恰好

二分種竹。日涉成趣，風流在茲：聞田水作聲，是栗里琴外譜；得雪蕉

遺意，有輞川畫中詩。淨碧所棲，軟紅自遠。入善人之室，十步搴芳；

緬空谷之姿，九畹紉佩。蓋主婦字曰「蕙香」，因以顏其榭云。梁、孟

偕隱，幾生修到梅花？劉、樊欲仙，前身合是明月。與榭並揖，眉閣巋

然。「眉」者何？主人之小名也。知白為式，塗雘不施，傲綠野之裴堂，

侶青山之謝宅。時或飛牋掃榻，盲杜小冠而來；載酒題襟，髯蘇大瓢以

出。會耆英於林下，圖主客於詩中，亦足以貢蘿情、鬯葉語矣。去閣數

武，有石臺焉。嚴僕射望鄉，呼拾遺以狂酌；阮嗣宗長嘯，引公和為古

歡，臺之外曰「茅亭」，燕喜賡詩，則賓僚互答；醉翁作記，則山水皆

姿。亭之外曰「蘆漵」，訂「白雲」之約，鷗鷺能來；歌「秋水」之章，

蒹葭亦韻。由是駕木為彴，擔榔栗以如飛；鑿土為池，弄芙蕖而欲笑。

到公於焉移石，阿對使之引泉；得此殊觀，詫為能事。僕以為園最勝處，

曰「聽潮樓」；水天一色，晴雨萬態。冷紅辭樹，吹上人衣；濃翠過江，

撲於酒面。有如情移海上，宮徵相生；何止道入山陰，應接不暇。賢者

樂此，君其仙乎！ 

然而拊今追昔，僕有感焉。以主人黃散門基、青箱家學，官貴早施行馬，

壯夫豈屑雕蟲？又況故里鳴珂，安世之貂蟬無恙；華堂晝錦，元康之犀

犬猶存。夙號原嘗，寧甘田舍？乃居室自銘其陋，而入山惟恐不深，豈

千頭之橘、可與千戶等，三徑之松、不以三公易哉？嗟乎！陸沈忽忽，

幾見滄桑；天醉茫茫，何論魏、晉！若主人者，負其嶔崎磊落，投於寂

寞寬閒，篳路以啟山林，甕牖而儲經濟。出門西笑，肯緇入洛之塵；繞

樹南飛，寧變踰淮之枳？誠不若雌蟬抱葉、旅雁含蘆，拙巢以遂鳩居，

高枕而營兔窟。含章葆素，天將厚以煙霞；漱石枕流，世已高其巖谷。

質之同志，豈曰躗言？且夫九柯十匠者，建設之符也；四違八窗者，飛

騰之券也。方今處堂有雀、破壁無龍，徒肉食以乘軒，竟道謀而築室！

而或者董常一木，留為支廈之材；郭隗千金，始於築臺之召。主人出而

應之，則南金東箭，自異欂櫨；格筆階干，斯成楩梓。古有鍾阿草屩，

拜車下之塵；衡岳布衣，設禁中之坐。羊裘罷釣，鶡冠就徵；又何有終

南捷徑之嘲、北山移文之誚耶？ 

僕老矣，髩絲禪榻，紗帽隱囊。杜陵屋破，茅龍不衣，相如壁立，瓜牛

自篆；皋廡賃春而無地，晏宅近市以甚囂。夢中之故國蒓鱸，兩慚吏隱；

眼底之孤山梅鶴，迥別仙凡！他日草堂有資，桃源可到；誓將訪白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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侶，結紅樹之鄰。我於芝嶺高歌，追蹤四皓；君與竹林群從，平揖七賢。

菟裘宛然，息壤在彼。取為弁首，藉以引喤8。 

施士洁以四、六句式為主調鋪衍成文，文字古雅流暢，序中描寫了菽莊的景

色格局，更頌揚林爾嘉放棄臺灣巨大家產，負其嶔崎磊落，投於寂寞寬閒的胸懷。

文章中運用大量的典故，如「我於芝嶺高歌，追蹤四皓；君與竹林群從，平揖七

賢。」用食紫芝以療飢的商山四皓9及酣暢肆意竹林下的七賢，作比因避亂而隱

於鼓浪嶼，結交臺灣文友廣為唱和的施、林兩人，典故運用非常恰當。而「芝嶺」

和「竹林」；「四皓」和「七賢」又巧妙對偶工整，文字功力著實深厚。整篇序文

在句式或詞藻、典故的運用上均極為講究，是極具代表性的作品。而菽莊是內渡

臺灣文人非常重要的聚集地，既是情感交流的中心，也是詩文切磋的場所，施士

洁這篇序記錄了菽莊的種種，不僅富文學價值也具文獻意義。 

〈婆娑仙籟吟社自序10〉則是施士洁為他自已成立的吟社所作的序： 

耐公歸自舫山，隱於禾里，塵中大笑，擾擾作蒼蠅之聲；燹餘小春，忽

忽度紅羊之劫。舉世莫偶，與古為徒。及門王子，造席而請曰：『甚矣

夫子之恝也！夫瓠巴鼓瑟，群魚出聽；延津佩劍，雙龍躍合。苟大河兮

有語，信吾道其不孤。夫子別臺，十有八稔矣。今者南北鯤、雞，題襟

集遍；而東西勞燕，問學奇遙！凡槐市諸生，蘭陵故侶，有懷空谷，如

失導師。夫子其念之否』？ 

耐公矍然曰：『何言之易易也！僕世掌絲綸，少遊輦轂，見夫擁皋比者

杌隉，行束脡者嗟訾。彼儒林之丈人，以博士為弟子，咄哉方領矩步，

問客何能？施帳坐氈，為人之患！其難一。矧茲叔末，自擅文明，履東

土者習移，扇西風者心醉。而乃商量舊學，角抵新塗，將無反盾以攻矛，

必與圜枘而方鑿。其難二。客冬回首，塵劫銷魂，槍林彈雨之嶔嶬，墨

綬銅章之齷齪，久已束書高閣，投冊深圊。一旦重下董帷，仍歸儦室，

竊恐稚圭移檄，隴笑岳嘲；子雲談元，窗糊瓿覆。其難三。僕老矣，紙

鑽蠅凍，字映螢枯。自維八百孤寒，非復三五塗抹，禪心如絮，詩夢不

花。諸君以慘綠之少年，為出藍之俊物，即欲按圖而索，豈應問道於盲？

其難四』。 

                                                 
8 《後蘇龕合集》頁 407。 
9晉‧皇甫謐《高士傳‧卷上》：「四皓者，皆河內軹人也，或在汲。一曰東園公，二曰角里先生，

三曰綺里季，四曰夏黃公，皆修道潔己，非義不動。秦始皇時，見秦政虐，乃退入藍田山，而作

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療飢。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

大。富貴之畏人，不如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雒，隱地肺山，以待天下定。及秦敗，漢高聞而

征之，不至。深自匿終南山，不能屈己。」 
10 《後蘇龕合集》頁 406-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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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曰：『甚矣，夫子之固也！吾臺滄桑以後，汗竹無餘！倏吟社之中

興，實詞林之至幸。為問主盟風雅，牛耳何人？固知刑典老成，龍頭必

屬。夫子眷茲梓里，夢到榕壇，南豐共祝瓣香，北海原推通德，歸如就

下，聚可成都。其便一。時危道喪，居索群離，一字之師不問，五言之

城已壞。方今荷馬西唱，蠟丁左行；掩映榑桑之光，點染櫻花之色。誠

得夫子保吾鄉粹，脫此詩囚，望合浦以還珠，歌宏農而得寶。其便二。

在夫子以一行作吏，六籍成灰，薶頭於十丈之塵，絕意於四聲之籟。抑

知江山將助，游宦能吟，昔之王後盧前，庾清鮑俊，靡不朝家著冊，軍

簿書名。方且呼宋玉為衙官，屈陳琳以祭酒；張旭署尉，岑參典州。大

雅何傷，元音自在。其便三。常侍五旬，香山九老，魏武有暮年壯心之

語，陸游無嗟卑悼耄之篇。夫子霜貌楓紅，天姿李白，尚據鞍而矍鑠，

匪敗鼓以籠東；而況洛下花開、歷歷耆花之會，商山芝采、莫莫唐虞之

歌。出其緒餘，昭茲來許，足為七鯤生色，不須五鳳添修。其便四』。 

耐公曰：「諾」，遂序而剞之。 

施士洁透過對話問答的形式，以「四難」道出擔任騷壇導師的顧慮，再安排學生

以「四便」勸進施士洁。這樣的安排獨具匠心。自序，通常用語較為平實謙遜，

以說明寫作目的、編輯要旨和特點為主。但是這一篇不是書序，而是吟社成立的

序言，作品內容不是重點，吟社才是主角，因此吟社成立的經過及成員、主導者

才是著墨焦點。主持吟社的既是施士洁本人，自然不宜有過多褒揚贊頌的言詞，

因此施士洁在篇章中安排學生「王子」與之對話，文章便可反複推進，既道出施

士洁謙遜不敢自居的初衷，也藉由學生之口，對吟社主人大肆讚揚一番，而不顯

彆扭。一來一往間文章更形豐富而生動。 

還有一些序是屬於「壽序」，用於祝壽，是十足的應酬文字。如〈林母楊太

夫人六十壽序11〉、〈林菽莊四十雙壽序12〉、〈石翁學文六十又一壽言13〉均是。不

過施士洁有一篇寫給學生兼至交許南英的壽序，內容不僅是華麗虛泛的應酬文

字，更細數了許南英的生命歷程： 

癸丑之秋，舟訪龍溪許侯於郡廨，參商久矣，文酒驩然。然而陵谷遷移，

蒼蒼在髩，夔蚿憐甚，鹿鹿於心，吁其衋已！嗣君輩語不佞曰：『今年

十月五日，為家君五十又有九覽揆之辰，將製錦以張之、舞綵以侑之，

先生倘有意乎』？不佞曰：『敬諾。古者乞言介爵，治具臚賓，禮也』。 

                                                 
11 《後蘇龕合集》頁 414。 
12 《後蘇龕合集》頁 419。 
13 《後蘇龕合集》頁 424。 



施士洁及其《後蘇龕合集》研究 

 - 408 - 

溯自榕壇爪跡，米市巢痕，德操之衡宇相望，根矩之研席與共。維時海

氛不作，火色未騰，彼同學者少年，豈殊眾於賤日。未幾而秋蟾、春雁，

袍已爛銀；詩虎酒龍，衣猶慘綠。孰謂七鯤之畯士，終稱五羊之神君也

哉？ 

歲乙未，割臺事起，侯與劉公永福軍於瀛南，狂呼子弟八千，誓逐童男

五百：請借前箸，軌里而連鄉；為短後衣，堂旂而正鼓。僉曰：書生馬

上，傅永能文；壯士島中橫未死！咄哉蒼天沈醉，翦鶉首之土以賜秦；

黑水群飛，啟鹿耳之門以延鄭！蓋至田是而杜鵑啼蜀、丁鶴語遼，憂甚

墜天、義寧蹈海矣！ 

滄桑瞥眼，竿木隨身，既去兵曹，旋為民宰。邑有徐聞者，東粵所稱邊

瘠者也。侯以鍾皓、林慮之長，為尹鐸、晉陽之障。蒞政伊始，視民如

傷，朱元晦倉乃常平，劉善明田能贖命。徐人曰：『衣衣我，食食我，

風風人，雨雨人』！偏災以寧，頌聲斯作。邑鄰廣州灣，法人於此為招

誘華工之計。侯曰：『馮夏威既拒夷約，孫銘仲復崇人道，矧予在官，

而敢不勉』？徐人迄今頌父母焉。徐之樹葬，為他邑所無。侯效朱昂揜

胔之仁，成何庾砭俗之治，令行禁止，徐人化之。緣是敘勞，得授三水

近邑。大府知侯材藎，調署陽春，害馬先袪，飲羊乃革。從此墉無穿鼠，

屋法穿雀，刀以買犢，劍以買牛矣。大府復以陽江廳之難治也，計非侯

無足任者。於是戴星以出，隨地而宜。以雄緊之要區，兼總林之雜處，

邑當轚互，狐亦憑城；人盡輈張，魚多漏網，往往黑山窟賊，青犢呼群。

侯則豫設周阹，廣籌方略，騁飛黃之足，懸太白之頭，禽匪李草、尾二

等，首從五百餘人，咸寘之理；劇匪李北海，亦就撫焉。盜風以戢，王

路遂平。所謂人是楊孚，蠶叢亦坦；才如吳霸，猺俗能馴者，不其偉歟！

且夫政事之科、不兼文學，循吏之傳、亦別儒林；抑知張然明允武允文，

李普濟入麤入細。辛丑癸卯之歲，兩調內外簾官，玉尺衡秋，當日已無

餘子；珊枝網海，此才足了十人。侯第出其緒餘，眾已推為能事已。不

佞嘗論干將之質，躍冶而益淬其精；工倕之良，盤根而愈呈其器。先是

陽江逸犯，罣議鐫秩，侯乃出門西笑，挾策北行，客上金臺，人呼朱邑。

既欽遲於當軸，遂器重於上游，仍署三水本任。邑匪陸蘭清聞其至也，

兔無三窟之恃，鼠有五技之窮，始革面而洗心，終畏威而懷德，而三水

遂稱治最焉。無何電白需才，調補斯缺。時則黃花岡上，風起潮騰；丹

藥洲前，星移物換。迨民國既建，侯亦旋漳，長龍溪民事局。嗣奉中央

政府令，為縣知事。人民城郭，望華表以來歸；薦紳士夫，識荊州兮有

願。侯之責綦重矣，侯之心亦滋戚矣。 

不佞燹餘幸草，市隱賓萌。黑鴉軍十九年前，侯真健者；紅羊劫兩重洋

外，僕本恨人！所幸桃李公門，梓桑望邑。書曰「攸好」，推之即五福

完人；詩曰「孔邇」，呼之為萬家生佛。荀令則中興先達，不須彥博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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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鄧仲華年小早封，豈必汾陽純嘏？如侯者，公堂晝錦，祖里鳴珂，

烏虖盛矣！元室吳，偕老笄珈，雙修福慧，德門瑞典，世以為榮。 

嗟夫！莽莽閻浮，迢迢震旦，俯瞰塵中褦襶子，猶蒼蠅聲；醉呼海上蓬

萊仙，為銅狄壽！請書鏤管，用介華樽14。 

施士洁以許南英的兒子打算為父親作壽，詢問施士洁是否願意參加的對話生動地

開啟全文。接著從臺南米市街的求學階段回顧起，而後是臺灣割讓之議起，許南

英和劉永福在臺南號召子弟並肩為鄉土而戰的過往。接下來歷數許南英內渡後在

徐聞、三水、陽春、陽江等地的治績及民國建立之後的發展。四年後許南英便因

痢疾病逝於棉蘭，這一篇壽序竟成為對許南英的生平敘述詳細備極的傳志。 

另外有一種序稱為「贈序」，是「序跋類」的分支。古人臨別時，送別者集

體寫詩贈送給行人，由其中一人為贈詩寫詩序，說明贈詩的用意。此時的贈序，

是「贈詩詩集的序言」（詩為主，序為輔）。本質上屬序跋類的一種。但是發展到

後來，常常沒有贈詩，只有贈序。此時贈序從贈詩詩集中獨立出來，成為一種特

殊文體，其性質與用途已遠離「序跋類」，而接近「書牘類」了。 

施士洁有〈送別王少濤東歸臺陽序〉，替結束廈門「旭瀛書院」訓導工作，

將要返回臺灣的王少濤送行。序言中提到：「鷺門生徒，洎其父兄，以逮平昔之

與少濤交而善者，相與奔走組合，為送別之會；而屬序於余，以寵其行15。」可

知這是一次集體送行，送行者個別有詩相贈16，而推舉施士洁作序，因此序言中

不只是抒發個人的離情別意及對行者的嘉勉、勸慰而已，施士洁還特別以眾人代

表的口吻及立場來行文，以涵蓋其他參與的人。 

二、題贊類 

「題贊」應該是歸於「頌贊類」。根據姚鼐《古文辭類纂》的說法：「頌贊類

者，亦《詩》頌之流，而不必施之金石者也。頌讚類可以包括史贊、畫贊和頌文
17。」不過施士洁留下的文稿只有畫象題贊這一類，沒有史贊、人物贊頌，因此

以「題贊」來統稱這一類作品。 

                                                 
14〈許允伯六豒開九雙壽〉，《後蘇龕合集》頁 416。 
15《後蘇龕合集》頁 409。 
16如許南英有〈乙卯清明前一日送王少濤歸臺灣〉：「黯然欲別近清明，觸我思鄉百感生。指點米

家書畫舫，雨絲煙柳送歸程(少濤收羅書畫甚富)。」見《窺園留草‧卷一‧乙卯三十二首》（臺

灣文獻叢刊第一四七種 ）台北市  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  民五十一年頁 156。 
17見姚鼐《古文辭類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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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士洁的題贊類作品有 19 篇，其中題畫贊有兩篇，兩篇都是用句式整齊的

韻文，針對圖的內容及其精神意涵兩方面進行頌揚。如〈五文昌圖贊(集葩經句)〉： 

於昭于天，維北有斗；我思古人，張仲孝友。臺笠緇撮，彼何人斯？賓

既醉止，可以棲遲。鞞琫容刀，在帝左右。下武維周。有莞者柳。倬彼

雲漢，明星煌煌，彤管有煒，我朱孔揚。婆娑其下，有客有客，黃髮台

背，元袞赤舄。白石皓皓，卉木萋萋，以縶其馬，童子佩觿。祀事孔明，

以祈爾爵，於樂辟癰，芃芃棫樸。言觀其旂，集於泮林，神之聽之，懷

我好音18！ 

「五文昌」指的是「關聖帝君」、「魁斗星君」、「文昌帝君」、「純陽祖師」及「朱

一神君」等五位神祇，在台灣傳統廟宇中，通常將之總稱為「五文昌」。舊時讀

書人雖自稱為孔子的信徒，卻同時也崇祀五文昌，以求能得到庇佑順利考取功名
19。施士洁的這篇贊詞就是為五文昌圖而作。 

五文昌既然在讀書人之中被普遍崇祀，以此為詠贊題材也就不容易寫得突

出，施士洁於是別出心裁，使用「集句」的方式成文。集句是指集輯前人的詩文

成句以融匯成篇的一種創作方法，被宋朝人大量用在詞的創作上。施士洁將集句

的範圍鎖定在「葩經」--也就是《詩經》這一部經典之中20，通篇文章使用《詩經》

中的詩句聯綴而成。 

「於昭于天」出自《詩經‧大雅‧文王》：「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周雖舊邦，

其命維新。」；「維北有斗」出自《詩經‧小雅‧谷風之什‧大東》：「維南有箕，

不可以簸揚，維北有斗，不可以挹酒漿。」；「我思古人」出自《詩經‧國風‧邶‧

綠衣》：「綠兮絲兮，女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以下所有句子依此類推，

都是施士洁從《詩經》的不同篇章中所摘出的詩句，用以聯綴鋪衍成文。欲完成

這樣的作品，首先必須得對《詩經》滾瓜熟爛，而這些有限的材料拼湊組合出來

的文章又須力求通順而流暢，真是非常不容易。「集句」--尤其是限定範圍的集

句--想來和限韻的趣味相類似，皆是因難而見巧，藉由諸多的限制更加顯示出文

人的文字功力，呈現出作品的巧妙。此贊詞的巧妙處如「張仲孝友21」句，文昌

帝君俗名為「張亞子22」，「亞」和「仲」同樣是居次的排行，而相傳張亞子是個

                                                 
18 《後蘇龕合集》頁 400。 
19 參考《孔子與五文昌》網頁 http://content.edu.tw/senior/history/ks_rs/taiwan/god/ggod03.htm。 
20韓愈《進學解》有：「春秋謹嚴，左氏浮誇。易奇而法，詩正而葩。」等句。「《詩》正而葩」

指《詩經》義正而詞美，後因稱《詩經》為「葩經」。 
21見《詩經‧小雅‧南有嘉魚之什‧六月》：「飲御諸友，炰鱉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22 張亞子成為文昌帝君的經過，根據《道教文化資料庫》的記載為：「《明史》的《禮志》稱，『梓

潼帝君，姓張，名亞子，居蜀七曲山，仕晉戰歿，人為立廟祀之』。張亞子即蜀人張育，東晉寧

康二年(374 年)自稱蜀王，起義抗擊前秦苻堅時戰死。後人為紀念張育，即於梓潼郡七曲山建祠，

尊奉其為雷澤龍王。後張育祠與同山之梓潼神亞子祠合稱，張育即傳稱張亞子。唐玄宗入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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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子，因此用「張仲孝友」以頌揚文昌帝君不僅妥切而且絕妙。 

施士洁博洽而力求突破的文學特色在這一篇贊詞中又再一次得到充分的展

露。 

題畫贊之外，所有的題贊作品都是題人物象的贊詞，有題為「小影」者，如

〈王崑甫五十二歲小影贊23〉；有題為「圖贊」者，如〈詠淞族兄「踏雪探梅圖

贊」24〉都是對人物畫作或相片的題贊。另有一部分稱為「象贊」者，如〈邱君

子寅象贊25〉、〈林母謝孺人象贊26〉則是對於往生者「遺照」的贊頌文章。 

這一類贊詞均極為簡短，內容不外乎贊頌往生者的懿德流芳。形式一律採用

韻文，有用騷體的，如〈蔡母陳太夫人象贊〉： 

繄太夫人集菀兮，與懷清巴女負  相髣髴兮；繄太夫人茹檗兮，與行義桓

嫠相頏頡兮。山高女几，木壽女貞兮，梓子蓀孫，貼遺豸頁 卬遺刑兮。

例以家諡而非私兮，粵若太夫人既孝且慈兮27！ 

有用賦體的，如〈陳篤延太學象贊〉： 

宋陳天福，子曰桂孫，茶陵歲饑，發粟指囷。黃冠題壁，用證檀因；後

此食報，詵詵振振。 

有西海客，問於東海逸民曰：『今有同里，滬江之陳，貲豪於鄉，以好

善聞。其尤特者，曰篤延君，得毋天福之裔而桂孫之倫歟』？逸民曰：

『是予戚也，果如所云。君踵素封，秀挺觿辰，貨殖之傳，與師史鄰；

平準之書，與卜式均。天豐其家，乃嗇其身，甫逾壯齒，倏赴修文！所

處裕矣，所歷則屯；所奉約矣，所遺則伸。矧君疇昔，能世先芬，實為

善士，而兼德門』。客曰：『諗君之跡，有美者存。披圖展象，烏可無言？

人但以為外觀之既耀，而不知其內行之克敦也』。逸民於是贊之曰：今

之人兮古之人，食舊德兮垂後昇。享年三十又二兮，遺貌千春28！ 

                                                                                                                                            
途經七曲山，有感於張亞子英烈，遂追封其為左丞相，並重加祭祀。唐僖宗避亂入蜀時，經七曲

山又親祀梓潼神，封張亞子為濟順王，並親解佩劍獻神。宋朝帝王多有敕封，如宋真宗封亞子為

英顯武烈王，宋光宗時封為忠文仁武孝德聖烈王，宋理宗時封為神文聖武孝德忠仁王。元仁宗延

祐三年(1316 年)敕封張亞子為輔元開化文昌司祿宏仁帝君。於是梓潼神張亞子遂被稱為文昌帝

君。」http://www.taoism.org.hk/taoist-immortal/the-stellar-sovereigns/pg3-3-2.htm 
23 《後蘇龕合集》頁 400。 
24 《後蘇龕合集》頁 397。 
25 《後蘇龕合集》頁 398。 
26 《後蘇龕合集》頁 398。 
27 《後蘇龕合集》頁 394。 
28 《後蘇龕合集》頁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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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雜用騷體的，如〈佘銕騃上舍先王母施太孺人象贊〉： 

吾族有賢媛焉，產於岑里，歸於佘門。自其為女、為婦、為母，而王母、

而曾王母，八十有一歲。而噩噩渾渾，所難者，三傳兩寡，一髮千鈞，

迺貞縞素，扇緗棻。以庠以餼，曰文子文孫。蓋茹苦於舟之柏，而食報

於黌之芹。 

洁以梓桑誼而葭莩親，敢手乩首，披圖而贊之云：繄太夫人之祜之純兮，

太孺人之績之勤也；太孺人之　之臻兮，太孺人之志之辛也。古所稱曰

「湛姑」、曰「桓君」兮，曾何以異於今所聞也。螽羽詵兮，麟趾振兮，

家慶蕃也，婺星寒兮！姥峰尊兮，梱範存也；栩栩然與祥　瑞黓而長春

兮，烏虖！今之古人也29！ 

有用整齊的四言句式，如〈族兄亨六上舍象贊〉： 

志士負奇，末流競時，目中餘子，跡顯名巍。先生諤諤，大布之衣，江

東羅隱，淮右溫岐。成均未貢，星隕少徵，以一衿終，天乎豈知！ 

緬惟先生，經師人師，何堪弗陶？何鋒弗劘？門牆自峻，身與俗違。或

以迂諷，或以隘疵；蒙獨不然，心焉儀之。豈無碩望？抱道者稀。豈無

宿學？蟠根者誰？奕奕吾岑，斯文在茲。繪為此圖，以寫須眉30。 

有些用整齊的七言句式，如〈許母吳太安人象贊〉： 

懿惟太君女中特，實主汝南內壼職。古稱三從與四德，太君當之鮮慚色。

相夫平準而貨殖，家法鴟夷世為則。有兒上庠早餼食，餘子亦自食其力。

是惟中饋奏成績，俾爾祥和布一室。我是東寧舊里戚，載瞻遺象誄遺式，

昭示雲仍永無極31！ 

三、祭文類 

古人在祭祀天地、山川、社稷、宗廟時，往往有祝禱性的文字，朗聲誦讀以

表示讚頌、祝禱、祈福之意，稱祭文、祈文或祝文。後來喪葬親友，祭奠死者，

也用祭文追念，以表哀思。祭文長短不拘，施士洁所作的祭文短則九十幾字，如

同一首長詩32；長則洋洋灑灑上千言。 

                                                 
29 《後蘇龕合集》頁 396。 
30 《後蘇龕合集》頁 399。 
31 《後蘇龕合集》頁 398。 
32 如〈鄭蓮舫協戎祭文〉：「繄榮陽君，鵬山之傑！幼學壯行，雄姿英發。鼓枻星洲，乘風直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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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文有散、韻兩種。祭文乃祭祀時宣讀以告死者之文，故古代祭文多用韻文、

駢語。韻體祭文又分：四言、六言、雜言、騷體、儷體等多種。其中四言、六言

兩種句式適合於陳述鋪排，成爲正體，蕭統《文選》中的誄、哀策、弔文和祭文

便大多是四言或六言體。若祭奠親人，悲痛難掩，無暇顧及文辭聲韻，則多以散

文直抒哀思，如〈祭十二郎文〉、〈祭妹文〉等名篇均是。《後蘇龕合集‧後蘇龕

文稿》收有祭文 13 篇，《後蘇龕合集‧後蘇龕文稿補編》收有 3 篇，合起來共是

16 篇。全以韻文行之。其中四言體有 9 篇，數量最多，其次是雜言 4 篇，騷體 3
篇。 

四言體如〈代軍警長祭死事者三人文〉： 

嗚呼！鯨波氛起，鷺島塵揚：不圖小醜，伺隙跳梁，攫人於市，如虎如

狼。忝膺民責，撻伐斯張：集我警隊，飭我戎行，鼯方穴索，螳乃車當。

猗歟三傑，介冑之良，奮其虓怒，殄厥梟強。血飛肉薄，雨彈雷槍，以

身殉職，無愧國殤！睠茲時局，百劫滄桑，沙蟲猨鶴，泉路昏黃！死為

雄鬼，作作有芒，豐碑姓字，邑乘爭光。靈前一慟，敬奠椒漿。庶幾肸

蠁，來格來嘗33！ 

民國建立之初，舊體制潰散，新體制尚未建立，廈門街道上，有盜賊明目張膽當

街搶劫。軍警長率集隊員掃除奸小，在槍林彈雨中有三名軍警殉職。施士洁這篇

祭文是代軍警長而作，以四言體的形式呈現。四言體的風格特點是整齊有序，適

於吟誦，而其最大的弊病則是板滯。施士洁在這篇祭文中敘述了當時的社會現

象，極為平實而合宜，無板滯之礙。 

騷體在文句中用「兮」字。楚騷體在哀祭類韻文中的運用有幾種不同的情況，

有通篇全用騷體者，也有僅作爲四、六言句的輔助而出現，往往用在作品的開頭、

結尾或一段較長的陳述之間，而尤以用在結尾的情況最爲常見。施士洁騷體祭文

的使用都是通篇使用騷體，變化的部分在於句尾「兮」字的換用，如〈江璞巖孝

廉祭文〉： 

荃懷修以自嫭猗，章甫而縫掖猗。丁眾濁之絜楹猗，天醉胡此極猗？歲

在龍蛇猗，儒冠者厄猗。晨星三五，又弱一個猗；少微之宮，厥象蝕猗！

斯文既喪猗，後死者能無戚猗？ 

                                                                                                                                            
商戰地球，佇君凱捷。三徙業成，鴟夷家法。濟困扶危，滿腔血熱！鷺水口碑，齊聲頌說，四十

年中，蓬蓬勃勃。僉曰『吉人，九疇宜吉』。何意曼卿，蓉城承乏！桑戶反真，良儔永訣！束我

生芻，用申奠醊。」共 96 個字。見《後蘇龕合集》頁 387。 
33《後蘇龕合集》頁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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嗚呼！吾夫子兮，孝廉之特也。公車其薄笨兮，曾屢躓乎闈棘也。退而

跡古所謂婆娑之洋兮，實吾子五畝宅也。夫何鼇擲鯨呿兮，海水群飛，

櫂玄真之片席兮，指龍岡以遄歸。黃鳥復我邦族兮，坐扶風之絳帷。孰

使秉鐸於叔末之龜山兮？信先進禮樂其在茲。抱寒玉以膠柱兮，中棖觸

而邑伊。大聲發於鷺水兮，抵神槍之五百。曰斷爛朝報其可讀兮？倏已

走不脛而飛不翼。矧賓賓學子兮，繄經師與人師共式。放異彩於旭瀛兮，

以播我文明之所手殖。謂夫子方勤施兮，將食報其孔長。胡甲子之未周

兮，荃中軫而雲亡？嗚呼哀哉！ 

爰為之些以招魂曰：魂之歸兮，龍之岡些；魂之去兮，鯤之洋些；魂之

來兮，鷺之江些；魂歸去來兮，相與修文於地下之淵商些。素車兮白馬，

歌大招兮惟子知者。束生芻兮我心寫。嗚呼！豐材而嗇壽兮，彼蒼寧獨

靳夫斯人也34？ 

第一段的句尾用「猗」字，第二段用「兮」，第三段則混用「些」、「兮」二字。

楚辭中「些」、「兮」錯雜使用是普遍的句式35。而「猗」字在傳統詩歌中則通常

和「兮」字連用作「猗兮」。如《藝文類聚‧卷九》引用《呂氏春秋‧音初篇》：

「禹行功，見塗山氏之女。禹未之遇，而巡省南土。塗山氏之女乃令其妾侯禹於

塗。女乃歌曰：『侯人猗兮。』實始作南音36。」又如述婚诗二首：「羣祥既集。

二族交歡。敬茲新姻。六禮不愆。羔鴈總備。玉帛戔戔。君子將事。威儀孔閑。

猗兮容兮。穆矣其言。」施士洁將兩個字分開使用在不同段落之上，形成變化的

趣味。 

無論如何求變化，四言或騷體單調滯重的特色仍然濃厚。雜言體的祭文則稍

可跳脫這樣的感覺。〈寄祭許允白文棉蘭日里〉就以雜言的方式呈現： 

某年某月某日，七鯤逸民某，以淚和墨，為文遙祭同學許子厓岸之靈曰： 

嗚呼吁嚱！予之生，與君同甲子矣；君之居，與予同鄉里矣。世幻道圮，

君行萬里，君客日里，君今死矣！然予之生，不如君之死也；微特予生

不如君死，即君之生，抑不如君之死！君之死有蟫窟在，是曰知己。況

所居停，殷其足恃，賵君以道義之金，宅君以乾淨之土，酹君以馨潔之

旨。 

嗚呼！孟嘗門客，弔珠履矣！素車白馬，不知凡幾矣！徒令後之人，不

                                                 
34《後蘇龕合集》頁 401。 
35 如屈原〈招魂〉：「……魂兮歸來！東方不可以託些。長人千仞，惟魂是索些。十日代出，流

金鑠石些。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歸來兮！不可以託些。」 
36 《呂氏春秋‧音初篇》原文已佚，引用《藝文類聚‧卷九》所保留文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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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天醉陸沈為可哀，而轉以浮海居夷為可善也，鳴呼哀哉37！ 

施士洁在生死之間反覆推敲質問，將內心的哀痛層層推出。是韻體祭文中能表達

豐富情感的作品。 

施士洁祭文作品有一篇極具特色者，是〈耐公六十自祭文〉： 

嗚呼耐公！生慚人傑，死愧鬼雄。六旬無用，一竅不通。生不如死，　

恨長終！ 

回思少壯，吐氣如虹，二十登第，三十從戎。不圖轉眴，萬念皆空，桑

田滄海，歷劫重重！四十避地，五十飄蓬，不仕不隱，不商不工，不樵

不牧，不釣不農；淵明無菊，宏景無松，嵇康癖懶，阮籍途窮。琴焦爨

下，錐伏囊中，一生磨蟻，到處泥鴻，駢枝贅拇，朽禿成翁。而今已矣，

漏盡鳴鐘，天人交迫，貧病相攻。神州莽莽，萬丈塵紅，浮沈人海，曼

衍魚龍。掀髯一笑，頭腦冬烘，強裝瘖啞，故作癡聾：目不欲視，耳不

欲聰，貞我困厄，篤我罷癃。昔賢八十，尚兆非熊。繄予小子，花甲剛

逢，業不加廣，爵不加崇。形骸木偶，眷屬萍蹤，老而自弔，大耄嗟凶！ 

咄哉坡老，磨蝎命宮！嗟予小子，生日與同。綬不拖紫，筆不珥彤，春

婆喚醒，一夢朦朧。迢迢千載，仰止遺風：銅琶銕板，高唱江東。心香

一瓣，聊效吟蛩，敢云自壽，祝岳稱嵩？自憐自哂，自恧自恫！ 

古有達者，祈死祝宗。矧予小子，碌碌庸庸，諛墓無金，買山無銅。孰

承堂構？孰紹裘弓？埋頭矮屋，終老書傭。茲當覽揆，文酒過從：騷壇

巨子，鼎閥名公，舉觴壽我，懇款優隆。瓜投李報，負疚藐躬！怡園有

言，啟我顓蒙：欲為生祭，以壽吟筒。奈何食約，為謀不忠，蕭蕭逆旅，

落落窮冬，宜弔而賀，宜嗇而豐。享我綺饌，酌我黃封。金迷紙醉，一

局匆匆，費而不惠，將伯無功。告存有例，餞歲從容，生芻一束，付之

祝融。 

杖鄉伊始，老或還童，狂來呵壁，欲問高穹。寄人籬下，如鳥在籠，偶

然飲啄，造化雞蟲。債臺兀兀，臘鼓鼕鼕，德星小聚，藉鬯朋悰。紅燈

綠斝，醉倒花叢，紫裘腰笛，一曲玲瓏，哀絲豪竹，百榼千鍾。言酬言

酢，恕我不恭，曲終奏雅，江上青峰。敬鳴謝悃，兼表愚衷。老而不死，

嗚呼耐公！窮而不死，嗚呼耐公38！ 

自製挽歌或自作祭文的風氣由來已久。《世說新語‧任誕》：「張湛好於齋前種松

                                                 
37 《後蘇龕合集》頁 432。 
38 《後蘇龕合集》頁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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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時袁山松出遊，每好令左右作挽歌。時人謂『張屋下陳屍，袁道上行殯』」；

《世說新語‧黜免二十八》箋注：「司馬晞傳曰：『晞字道升，元帝第四子。……

晞未敗，四五年中，喜為挽歌，自搖大鈴，使左右習和之。又燕會，使人作新安

人歌舞離別之辭，其聲甚悲，後果徙新安。』」而陶潛有〈自祭文39〉道出人生

最當執著的榮辱之念既已拋諸腦後，生死之懸附就當解開，但是又透露出活著的

艱辛和痛苦，即便用死也不能終結。陶淵明透過肉體的自我祭奠，來得到精神的

超脫。 

魏晉時期政局混亂，疾疫橫行，在短時間內造成大量人口死亡，「死亡」成

為當世不得不面對的生命課題，傷逝文學也因之盛行。施士洁處國家亂亡之秋，

加上閩南一帶鼠疫肆虐，妻妾兒孫乃至友朋鄉鄰驟逝者不可勝數，其所處時代背

景和魏晉實在有其相似之處。施士洁選擇用撰寫自祭文的方式來慶祝六十歲的生

日，既有嘲謔意味又透露出對生命的深沈無奈。文章中歷數自己一生的遭遇，以

及飽受命運之神作弄之後的生命態度，是極為真實的自我展現，可以作為後人瞭

解他生命特質的一個篇章。 

除了哀祭類祭文，古人在祭祀天地、山川、社稷、宗廟時，往往有祝禱性的

文字，朗聲誦讀以表示讚頌、祝禱、祈福之意。施士洁的〈臺南郡城開溝祭后土

文40〉、〈王迪臣觀察祖妣顧太夫人葬日祭后土文41〉〈顧太夫人齋奠日施放河燈祭

水神文42〉都屬於這一類。 

施士洁留下的哀祭類祭文，祭奠的對象全是文友及文友的家人，沒有任何為

至親所寫。呈現的形式一概以韻文行之，既以韻文為表現的方式，則言詞的華贍，

音韻的錯落成為重要的特色，除了〈寄祭許允白文棉蘭日里43〉表露出對往生者

的不捨及心中深沈的哀痛，其餘篇章情感的表達不突出，藝術性也不高。 

四、碑誌類 

                                                 
39 見陶潛《陶淵明集》卷七。原文作：「歲惟丁卯，律中無射。天寒夜長，風氣蕭索，鴻雁於征，

草木黃落。陶子將辭逆旅之館，永歸於本宅。故人淒其相悲，同祖行於今夕。羞以嘉蔬，薦以清

酌。候顔已冥，聆音愈漠。嗚呼哀哉！茫茫大塊，悠悠高旻，是生萬物，餘得爲人。自餘爲人，

逢運之貧，簞飄屢罄，絺綌冬陳，含歡穀汲，行歌負薪，翳翳柴門，事我宵晨。春秋代謝，有務

中園，載耘載籽，乃育乃繁。欣以素牘，和以七弦。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餘勞，心有常閑，

樂天委分，以至百年。惟此百年，夫人愛之。懼彼無成，愒日惜時。存爲世珍，沒亦見思。嗟我

獨邁，曾是異茲。寵非己榮，涅豈吾緇。捽兀窮廬，酣飲賦詩。識運知命，疇能罔眷。餘今斯化，

可以無恨。壽涉百齡，身慕肥遁，從老得終，奚所複戀。寒暑逾邁，亡既異存。外姻晨來，良友

宵奔。葬之中野，以安其魂。窅窅我行，蕭蕭墓門。奢恥宋臣，儉笑王孫。廓兮已滅，慨焉已遐。

不封不樹，日月遂過。匪貴前譽，孰重後歌。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 
40 《後蘇龕合集》頁 389。 
41 《後蘇龕合集》頁 389。 
42 《後蘇龕合集》頁 390。 
43 《後蘇龕合集》頁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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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誌」指的是刻在金石之上的頌德文字。姚鼐《古文辭類纂‧序》：「碑誌

類者，其體本於詩。歌頌功德，其用施於金石。周之時有石鼓刻文，秦刻石於巡

狩所經過，漢人作碑文又加以序，序之體，蓋秦刻琅邪具之矣。茅順甫譏韓文公

碑序異史遷，此非知言。金石之文，自與史家異體。如文公作文，豈必以效司馬

氏爲工耶？誌者，識也。或立石墓上，或埋之壙中，古人皆曰誌。爲之銘者，所

以識之之辭也。然恐人觀之不詳，故又爲序。世或以石立墓上曰碑曰表，埋乃曰

誌，及分誌銘二之，獨呼前序曰誌者，皆失其義。」凡是刻於金石之上的文字皆

可視為碑誌類。至於古人在喪葬時所用者稱為「墓志銘」，是古人為了避免地形

變遷時無從辨認墓主，刻石埋於墓前，作為辨識之用。志或立墓上或埋壙中。銘

為識之之辭。序則又針對志加以說明，以便讓閱讀的人更容易明瞭。 

〈剡川龍宮寺碑跋後〉就是上段引文中姚鼐所說的序。其跋文如下： 

「龍宮寺碑」，唐浙東觀察使李公紳所撰序也。寺在嵊縣西南數十里，

四圍皆山，游客罕至。碑置寺後一椽；寺僧舊事耕作，薪蘇農具，拉雜

其間，碑為所蔽。以故騷人墨史雖偶焉戾止，而無從闡幽。計自唐迄今，

千有餘年之久，碑亦長此終古矣。近晤嵊人孫鎔如云：『相傳數十年前，

邑諸生某，習靜攻書，借寓寺中，披沙剔蘚，一見詫為奇貨，拓而售之；

碑自此流傳世間。嗣是公車北上者，攜入都門，競相投贈，一時輦轂之

下，聲價頓起，獲之者不啻拱璧焉。同治間，學使某公按臨臺郡，道經

此地，與僚友輩入寺，廣為拓取，捆載以去。由是海宇內外，嗜古之士，

爭先恐後，拓取無虛日。寺僧苦於供應，私碎之，而真本遂絕』。 

烏虖！碑之一出一沒，豈亦有數焉存乎其間者歟！世之懷奇不遇，薶首

於荊榛巖穴中者，何可勝道！安得如金石之壽歷千有餘年之久，而終見

重於世耶？然曇華一見，而遂有焚琴煮鶴之災，以視世之荊榛巖穴中

者，一有所遇，即不能自秘其奇；雖以金石之壽，而終有所不免者焉。

可慨也夫44！ 

「龍宮寺」在嵊縣（古稱剡縣）西南數十里處。相傳此為李紳舊遊之地，李紳在

此曾受老僧指點，爲了報答，便重修寺院，並刻碑記事45。從跋文中推測，施士

洁並未見過此碑，而是聽到嵊縣人孫鎔如提起這塊碑的種種，心中有感，發而為

文。就內容而言，實在不屬於碑誌類，應歸為雜記類較為妥切，不過既然施士洁

自題為〈剡川龍宮寺碑跋後〉，姑且置於此節討論。「龍宮寺碑」於唐朝刻碑之後，

                                                 
44 《後蘇龕合集》頁 356。 
45《中國紹興政府門戶網站》：「龍宮寺碑……唐李紳撰文並書，大和九年(835)四月立。今存省

博物館。」施士洁跋文中說這塊碑被寺僧打破或許是誤傳。

http://www.sx.gov.cn:82/gate/big5/www.sx.gov.cn/portal/main/sxsz_msg_list.jsp?catalog_id=20050411
00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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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經了千餘年，為耕具沙蘚所湮沒，後來被借寓廟中的書生發現，碑文得以重新

流傳，最後卻因尋訪者眾，寺僧不堪其擾而碎之。施士洁扣住碑的一出一沒，將

人世際遇禍福不可知的感慨寄寓其中，文字古雅而富含深意，頗得王荊公古文之

趣味46。 

施士洁又有〈重修岑江家廟碑記〉： 

吾岑自菊齋公肇址以來，家乘煥然，瓜緜椒衍；而獨衣冠文物視他處為

尤盛者，則以扶輿之靈淑、廟貌之尊嚴，世世子孫蓋有以祇承於勿替也。 

溯康熙五十有九年(庚子)建祠之始，貴亭公、育采公、君崇公之力為多。

嗣是嘉慶十有三年(戊辰)，葺而新之。咸豐四年(甲寅)，復有修廢之舉，

亨六公司其事，而為之記。迄於茲四十有五年，風雨漂搖，星霜變易；

拊今追昔，感慨係之！世之登以享以祀之堂，而無美奐美輪之志者，豈

人也耶？然窮鄉僻壤，非如通都大邑鳴鍾列鼎者財用之裕、土木之興之

易為力也。董勸之任、繕完之役，有數難焉。其或游宦服賈，久於在外，

雖言念故土，有水源木本之思；而道阻且長，錦衣何日？其難一也。抑

或老成凋謝，俊彥銷沈，少者愚者，眾望弗屬，無先之勞之之義，則其

事曷以舉？其難二也。又或強鄰環伺，仇衅靡已，日相尋於梃刃間，將

角逐忿爭之不暇；而所謂雍容揄揚潤色鴻業者，何有耶？其難三也。士

洁生長瀛南，幼聞先主政公庭訓，每念宗邦俎豆，用自兢兢。乙未冬，

挈眷避禍，匆促旋梓。至是，乃屬耆老而告之曰：『吾先人締造辛勤，

此祠歷今百數十年，修葺者凡二役；然如亨六公輩之善於圖功，而勇於

赴事者，今無其人矣！幸而列祖在天之靈，使海外羈人倏為天風吹到，

時可得而不可夫也，事宜急而不宜遲也』。僉曰：『諾』。吾宗舊典：『凡

入貲三十金者，概從廟祀；科甲仕宦者，有特別之典焉』。用是則而行

之，鳩工庀材，經營不日矣。有學盾者，由錢江而羼居於岑者也，殷然

而請曰：『學盾雖系出於錢，而先世則一本之屬也。願以百五十金，進

先世四栗主於廟』！僉曰：『可』。士洁則謂：『從學盾所請，所以嘉向

慕之誠也；然此後不得援以為例，又所以杜冒亂之漸也』。今者新廟奕

奕，聿觀厥成，泐之石以紀之，志幸也，示不忘也。是役也，士洁統任

其責；而襄其事者，則亨六公之兄勳與亨六公之子人球也47。 

                                                 
46王安石古文擅於借事以說理，如〈遊襃禪山記〉：「襃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襃，始舍於

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襃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襃之廬冢也。距其院東五里，所謂

華陽洞者，以其在華山之陽名之也。距洞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為文猶可識曰「花

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葢音謬也。……予於仆碑，又以悲夫古書之不存，後世之謬其傳，

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不可以不深思而慎取之也。……。」此跋文的行文方式

及說理特點和荊公之文有相類之處。 
47 《後蘇龕合集》頁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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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北港朝天宮 

施士洁 1895 年秋內渡，於這一年冬天返回故里岑江，看到施氏家廟歷經風雨飄

搖，心中感慨萬分，於是出面說服耆老，排除萬難，親自擔負起重修家廟的統籌

重責。家廟在 1899 年修葺完成，施士洁特別撰文立碑以為紀念。 

施士洁的父親施瓊芳恭敬孝友、事親維謹，鄉里以孝子稱之。道光二十六年，

施瓊芳從京城中進士後，回到晉江西岑故籍，謁拜祖墳。但在墳山上，他看見砂

石戕殘，墳脈已斷，於是具狀控告毁墳者，並出錢出力，修復祖墳48。施士洁遭

逢家國遽變，甫回返故里就投身修葺家廟的事宜，真可謂是能繼志述事者。 

〈臺灣北港增修朝天宮碑記〉是北港鄉親跨海請施士洁所作。文曰： 

臺灣絕島孤懸，破荒未久，笨港尤其彈丸者耳。自康熙間，有僧奉湄洲

朝天閣香火到港，神曰天后，其時九莊人士相與虔奉而廟祀焉；迄今稱

「北港朝天宮」，香火不絕，靈應非一，晉封聖母廟。再圮而再葺，愈

拓而愈宏，今不特美奐美輪，甲於全島；而凡歷朝之褒錫與夫海內外公

卿大夫及四民之翹楚奔走而瞻拜之者，二百年來，蓋駸駸乎日盛焉。神

之靈，豈偶然耶！ 

夷考天后，當宋建隆元年，生於莆田湄洲嶼。相傳幼時窺井，神授銅符，

遂通變化。莆縣尹以拯疫故，奉為「海濱神姑」。迄雍熙四年重九日飛

昇，里人祠之。自宋迄清，護國庇民，炳然史冊。吾先靖海侯襄壯公平

臺時，尤護神之助順。臺人子爵提帥王公，亦以殄寇功，奏加封號。此

二事，其犖犖大者。 

竊以天后之祀，自湄而

港，香火固一脈也。臺之

變故屢矣，神之有德於臺

亦至矣。臺有滄桑之改

易，而廟無陵谷之遷移，

宜乎祠宇加崇，典禮增

修。臺之人，其必有以祇

承於勿替者矣。其間咸豐

之壬子、光緒之甲午，亦

嘗有鳩工庀材之役；而莫盛於今壬子萃全臺之力而高之、大之，應募而

樂輸者七萬九千餘金。然則，神之靈，豈偶然耶？ 

                                                 
48〈施氏先墳被毀呈控文卷〉：「計自始事以迄竣工，時閱十月，靡白金貳百餘餅，皆措自芳家。」，

見施瓊芳  〈石蘭山館遺稿專輯〉 《台南文化》  第八卷  第一期  民五十四年六月十五日  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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落成之日，臺之搢紳父老郵寄狀略，屬予為文，勒之石，以詒來者49。 

北港朝天宮相傳是清康熙年間所建， 1904 及 1906 年雲嘉地區發生劇烈大地震，

朝天宮不堪重擊而損毀嚴重，於是地方仕紳倡議捐資，於 1908 年著手進行重建，

在 1912 年完工，勒石紀念50。施士洁於 1895 年離臺，之後沒有再回過臺灣，十

七年後仍有臺灣鄉親大費周折，郵寄狀略請他撰寫碑文，他在臺灣文人中的表徵

地位，以及他熱心鄉里的形象可見一般。 

除了上述三篇，施士洁留下更多的碑誌類作品是墓（壙）志銘。如〈陳游戎

墓志銘51〉、〈萍叟林先生墓志銘52〉、〈蔡封公偕配王太君合壙志銘53〉等皆是。這

些作品都有志有銘。文章先用散體撰寫，介紹死者姓氏、生平等，類似傳記，是

屬於「志」的部分。文末再用「銘曰」或「詞曰」以韻文統括全篇，寫些對死者

贊揚悼念的話。 

唯一的例外是〈侍郎銜太僕寺卿林公壙志（代叔臧京堂作）54〉，因為是代

作，以往生者兒子的口吻行文，因此只平實地介紹往生者一生的功業，省略了用

以頌揚悼念的銘文。 

五、書啟類 

書牘為書信之總稱，是應用文中最重要的一種。曾國藩編《經史百家雜鈔》

列有書牘類，並且詮釋如下：「書牘類，同輩相告者，經如〈君奭〉，〈左傳〉鄭

子家之辭皆是。後世曰書，曰啟，曰牘，曰簡，曰刀筆，曰帖，皆是」。書牘有

很多不同的別稱，施士洁此類作品有的題為「書」，有的題為「啟」，這裡以「書

啟」統稱這一類作品。 

施士洁的書啟作品有兩類，一類是寫給個人的，另一類則是公開的書啟。 

寫給個人的如〈復女弟子邱韻香書〉，這是施士洁回復給女弟子邱韻香的信。

邱韻香本來也是臺南人，乙未之後內渡，因為欽慕施士洁的文名，提出願拜門牆

                                                 
49 《後蘇龕合集》頁 372。 
50關於朝天宮，參考《發現雲林無限風情‧朝天宮誌》網頁 
http://wireless.yunlin.gov.tw/Default.aspx?tabid=298。不過此網誌記載朝天宮於 1911 年整建完成，

施士洁碑文則曰「壬子」（1912 年），兩者有所出入。施士洁既為撰碑者，資料應該較為可信，

本文採用施士洁的說法。 
51 《後蘇龕合集》頁 365。 
52 《後蘇龕合集》頁 425。 
53《後蘇龕合集》頁 361。 
54《後蘇龕合集》頁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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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師生之間多有詩文往來55。施士洁在這些作品當中大半是對邱韻香女子

懷才的讚揚稱頌，只有這一封信，洋洋灑灑千餘言，慷慨陳述他的創作觀。原來

是施士洁收到一封署名為陳無忌的信，信中對於施士洁題贈邱韻香影像的小詩中

所用的典故，有近於不倫的批評，施士洁因此寫信給邱韻香，針對陳無忌的批評

提出反駁。 

……函稱鄙人所題韻香小影詩極佳；惟中有「蘇小」、「真真」、「崔徽」、

「濤牋」等語，數典近於不倫，恐千載後同受不美之名，為識者笑。……。

詩之道與作文異，與講學尤異。斷章取義，賦、興、比原無所不可。「關

雎」為「國風」之首，而文王乃「寤寐」、「窈窕」、「展轉」、「反側」，

聖人不以為非。唐李飛謂：白傅詩不擇典而用，斥為纖豔不逞，名教罪

人。卒之，白傅詩名不因李飛而損。王介甫曰：「詩者，寺言也。寺為

九卿所居，非禮法之言不入」。識者笑之。夫屈原以「美人香草」喻君、

蘇武以「結髮夫妻」喻友，無忌亦將以為不倫乎？傅鶉「觚工兒女」之

情，而直節昭著；沈東陽有「綺語」之懺，而隱慝叢生。他如韓渥「香

奩」、徐擒「宮體」，而愛國忠君之念，寄託遙深；其用典尤匪夷所思

矣。……金荃、玉溪、微之、樊川之流，於典無所不用者也，詩人也；

周、張、程、朱，言必擇而後施者也，不可謂之詩人也。朱竹垞寧不喫

兩廡特豚，不肯刪「風懷」一首。以千金之珠易魚之一目而魚不願焉者，

目雖賤而真，珠雖貴而假也。昔隨園叟以「錢唐蘇小是鄉親」七字鐫印，

某尚書訶責不已。叟曰：『今日尚書貴矣，蘇小賤矣；第恐千載後，人

知有蘇小而不知有公也』。……昔嚴滄浪論詩如羚羊挂角，無跡可尋，

鄙人於此誠有愧矣！咄哉學究！乃亦向三家村咬文嚼字，老死句下，諡

為「詩囚」。某雖不敏，萬不敢墜入此惡障也56。 

施士洁處世圓融，和朋友的詩作往來，多屬於酬酢性文辭，或者自抒鄉愁之思，

窮愁之感，絕無這類語氣激昂，立場鮮明的議論。這一篇書信讓我們有機會更清

楚地認識施士洁的詩觀。 

施士洁其他的書啟都屬公開性質，是針對社會大眾做某些呼籲的告示。如清

光緒五年（1879），臺南縣邑潘慶辰打算在赤崁樓的現址起造海神廟，請施士洁

代筆寫告示，希望民眾響應捐款。施士洁因此作〈臺郡海神廟募啟〉，啟文如下：： 

臺陽以海外沃區，甄陶化澤。其間民物殷阜，創制日興，紺宇琳宮，後

先輝映；獨廟祀海神之典，至今闕如，心竊疑焉。歲甲戌，倭人與生番

                                                 
55 關於施士洁寫給邱韻香的詩作題名，請參考論文附錄「施士洁交遊表」。 
56 《後蘇龕合集》頁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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搆衅，扶桑軍艦直指琅嶠，閩省纂嚴。上命今兩江制府沈公、前閩藩伯

潘公同為欽差大臣，督辦臺海防務。維時檄調各路兵勇以萬計，文武員

弁以百十計，凡淮楚二軍之器械饟糈以逮竹木磚石之微，輪舟海上往來

如織，無不剋期飛渡。以是見國家威靈，百神效順，豈偶然哉？夫鹿耳、

鯤身，古稱天險；矧安平沙線，尤非人所可施：自夏徂秋，驚濤叵測，

諺所謂「四月廿六，海涌開目」者，凡以為四日以後航海者之至戒也。

沈、潘二公之舉，正當夏秋之交，天險如彼，而神之效順如此，則其豐

功盛德，宜何如報賽而尊崇之耶？ 

夷考載籍，「禺豸虛 」居於東海，是為海神。又東海之神曰「阿明」，唐

天寶十載，以東海為「廣德王」，命卿監備禮冊祭焉。今粵東海神祀典

甚盛，臺密邇於粵，而闕典未舉，獨抱向隅。僉乞沈公奏准建祠敕號，

編入國典，所以答靈貺而順輿情也。斯役也，不誠可謂瓣香之碩果、谷

王之檀越乎哉？慶辰忝官斯土，責無旁貸；宏大願力，首賴當道巨公、

次而薦紳素封家及四民之知義者，均足以襄盛舉。庀工諏吉，實維嘉平。

事迫於時，用艱於費。其事重，故慮之也周；其用繁，故籌之也廣。躬

際隆時曠典，獲觀厥成，肸蠁之中，必有嘉賴而默相之者焉。 

爰述其概，用代持籍司募者言57。 

啟文開頭先講述 1874 年欽差大臣沈葆楨與福建布政使潘霨奉旨到臺灣籌辦防務
58，在夏秋之交冒險渡過黑水溝，而能平安抵達的這件事，一方面交待建造海神

廟的動機，一方面也用以顯示神威。「四月廿六，海涌開目」形容入夏之後，海

水浪潮漸大，船隻航行特別危險。這是個民間廣為流傳的節令諺語，扣合了所有

鄉親的生活經驗，特別能引起共鳴。第二段補述海神的傳說，並呼籲大家共襄盛

舉。 

海神廟在光緒五年建造完成59，可是縣邑潘慶辰卻因為這項建造案，被指控

                                                 
57 《後蘇龕合集》頁 357。 
58《同治甲戌日兵侵臺始末‧卷一‧四月丙戌(十四日)總理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有記載清廷的

這項任命：「同治十三年三月二十九日奉上諭：著派沈葆楨帶領輪船兵弁，以巡閱為名，前往臺

灣生番一帶察看，不動聲色，相機籌辦等因，欽此。四月初六日，復奉上諭：福建布政使潘霨，

即著馳赴臺灣，幫同沈葆楨將一切事宜妥為籌畫等因，欽此。」（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三八種）

頁 5。 
59海神廟的建造時間有記為光緒四年，也有記為光緒五年者。如《赤崁樓文物館》網頁記載：「海

神廟 ：清光緒四年臺灣知縣潘慶辰起造。」

http://park.org/Taiwan/Culture/museum/twnmsu/sec069.htm  
《赤崁樓》網頁記為：「光緒五年知縣潘慶辰就原址建文昌閣與海神廟。」

http://park.org/Taiwan/Culture/Arts/first/chinese/frstsite/anti01/index.htm/ 
根據《臺灣通志‧職官‧文職‧臺灣縣知縣》一書的記載：「潘慶辰，浙江蕭山人。四年十一月

任。」（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三０種）頁 375。若此記載無誤，則潘慶辰光緒四年十一月才上

任，海神廟的建造時間在光緒五年較為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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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 

苛罰勒捐，涉及弊端，因此遭革職查辦60，代為操筆作募款啟示的施士洁心中想

來應該別有感觸！ 

1917 年，有南投聞人施學賢到廈門施士洁住處拜訪他，對於施氏因族大丁多

而分裂為「潯海」、「錢江」兩派，甚至搆衅成仇；其他散於各地者，也如風馬牛

不相及的現象極為痛心。施士洁認為應該要有人站出來提倡糾合。後來施學賢親

訪潯海、錢江、泉州、閩省、菲律賓等施氏聚集之地，回到廈門後，熱切地和施

士洁討論他在這些地方所見的施氏族人相處情形，其中菲律賓宗族團結合建「臨

濮堂」的情形讓他非常感動。施士洁於是決定登高一呼，撰寫〈鹿川募建宗祠啟
61〉，號召族人共同參與籌建施氏祠堂，以團結宗族。 

施氏祠堂原本預定建於施氏族人聚集的

鹿港，後來因為日本政府不同意，於是拖延

至 1927 年，趁臺南「六姓王爺廟62」興建之

際，在其旁興建「施氏大宗祠」63。宗祠的

維持費用就由施士洁遺留在臺南米街的進士

第及民厝五間之租金供給64。施士洁在 1922
年病逝，無緣看到宗祠的落成，但是他的遺

澤卻成為祠堂長久運作的重要支拄。 

                                                 
60 《清德宗實錄選輯‧選輯(一)‧光緒七年》：「光緒七年(一八八一、辛巳)八月初四日(癸亥)，

諭[內閣]：『……臺灣縣知縣潘慶辰染患痰疾，辦事顢頇，家丁因而作弊；被參藉修神廟苛罰勒

捐一事，應行徹底究查，著先行革職審訊』。－－見「大清德宗景皇帝實錄」卷一百三十四。」

（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九三種）頁 79。 
61 《後蘇龕合集》頁 411。 
62施氏移民集居在番薯港（臺南）一帶，此地有「六姓府廟」供奉瘟神王爺，備受居民尊崇。1927
年，施氏宗親據以改建成「施姓宗祠」，旁邊仍一小殿保留「六姓府廟」。 
63「施姓宗祠」現在被列為古蹟保存，旁有一碑文說明興革歷史。「施氏大宗祠」位於台南市海

安路 225 巷 22 號。 
64 《台南市訊－五條港地方文化館簡介‧五條港傳統藝文中心》資料來源：臺南市政府新聞室  
發佈時間：06-01 16:27  
http://www5.www.gov.tw/PUBLIC/fineprint.php3?id=62946&sub_no=51&main_no=GOV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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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一 

圖二十二

 〈施又笙孝廉捐濟募啟〉是施士洁為年老病盲且子嗣俱折的文友施又笙

發起的救濟捐款： 

施又笙孝廉，先世由泉遷於省垣，實為靖海侯之裔。前在臺灣唐中丞幕

中，綜理文牘。割地後，歷就張、林二學使之聘，校閱陝西、浙江試卷。

生平□□學粹，當道爭迎；廉潔自持，不謀生事。光復後，旋里設教，

家計蕭條。何意年老病盲，五子又先後□折，僅餘一女，尚在幼　。嗟

乎，文人之厄，乃至此耶！卜子夏聖門高弟，哭子喪明；鄧伯道漢室循

良，無□養老。凡我仁人義士，莫不代為寒心。所望官紳商學諸公，動

惻隱之誠，具菩提之念；或分鶴俸，或助蚨囊。庶幾集克腋成，安忍視

同膜隔？憫彼櫪中之老驥，志不能售；救茲釜底之游魚，命猶可續云爾！ 
  年世姻族誼諸同人公啟65。 

施又笙即施幼笙，1887 年前後來到臺灣66，和施士洁同在唐景崧的幕下。施士洁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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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詩，昔時唐景崧成立斐亭吟社，社

友四處遊賞，朋樽雅游，詩鐘鬥詩的往事似乎去之不遠，看到施幼笙淒涼的晚景，

格外讓人心酸，施士洁於是出面發起捐款，希望能濟助老友渡過難關。 

施士洁書啟類作品都是用古樸的散體行文，文字優美可觀，內容或是陳述個

人創作觀，或是關乎臺灣的某一段歷史，每一篇都極為珍貴。 

                                                 
65 《後蘇龕合集》頁 412。 
66參汪毅夫《臺灣近代詩人在福建》臺北市 中華發展基金管理委員會  幼獅文化  民八十六年 
初版 頁 87。 
67 《後蘇龕合集》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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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祝詞類 

施士洁的文稿中有 8 篇祝詞，這一類禮儀文書的文學藝術價值並不高，但是

其中蘊含有一些珍貴的資料。如〈林景商代議士壽母鄭太夫人君祝詞（代施涵宇）
68〉，祝壽的對象是林景商的母親，也就是林鶴年的妻子，施士洁在祝詞之前對

於壽星以及林景商的種種先有著墨，最後再用四言加騷體的韻文祝語作為結尾。

祝語前的部分有「浪嶼一碧，霜籬正黃，是曰『怡園』。中有壽母，蓋氅雲丈之

淑配，而景商君之令慈也。風潮廿紀，田海百變，繄我民國，得此共和。於時景

商君橐筆於南洋，著鞭於東亞，銕血噴熱，金心葆恂。」頗具史料價值。 

另外有幾篇祝詞是和施士洁寄寓的廈門當地報社有關。 

其中一個是《全閩新日報》。這份報紙成立於光緒三十三年（1907）八月十

日，為林爾嘉之子林景仁及音樂家江文也的三伯父江保生等人所籌設。施士洁在

報社三週年時作〈江保生全閩報社三周年祝詞〉，有「嶷嶷江君，吾鄉之特，筆

上生花，燦然五色！我來鷺水，市隱書傭。君為木鐸，振聵發聾。天下有道，庶

人不議；此何時哉，能無酸鼻69？」等對報社主持人江保生的恭維讚揚之詞。 

霧峰詩人蘇鏡潭在民國五年 ( 一九一六 )出任全閩日報社社長70。隔年施士

洁又作〈丁巳九月，全閩報社十週年三千號紀念詞71〉。蘇鏡潭曾有《東寧百詠‧

詠澐舫》：「文心六代稱都麗，詩律三唐有正宗，直把心肝都嘔盡，萬篇太富一身

窮
72
。」點出施士洁淡泊名利、不喜仕進的性格。兩人應是相知相交甚深。施士

洁的這一篇祝詞很可能就是因為和蘇鏡潭的交誼而作。 

〈聲應報社祝詞（代公和社柯敬堂）73〉則是代作的文章。《聲應報》是福

建同盟會骨幹許卓然與陳清機等人在廈門創辦，不過只出了幾期就被禁辦74。 

以上所提兩份報紙的屬性和辦報宗旨完全不同，一份偏向為日本宣傳，另一

份則為擁護共和，反對袁世凱獨裁而發聲。施士洁寫給這兩份報紙的祝詞內容，

都只是禮貌性的應酬頌揚文字，其用意應在於人情的往來，而沒有贊同報社理念

                                                 
68 《後蘇龕合集》頁 390。 
69 《後蘇龕合集》頁 391。 
70參考《走讀臺灣霧峰鄉》http://www.tchcc.gov.tw/wrt/wufung/e_16.htm 
71 《後蘇龕合集》頁 402。 
72見李叔漁《三台詩傳》臺北市 學海  民六十五年   頁 60 左。 
73 《後蘇龕合集》頁 392。 
74 http://www.17517.com/life/view.asp?id=1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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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義。 

〈旭瀛書院三周年祝詞75〉、〈旭瀛書院四周年祝詞76〉、〈旭瀛書院舉行畢業

禮式祝詞77〉三篇同為廈門旭瀛書院而作。旭瀛書院是由當地之臺灣籍民所組織

的臺灣公會為主體，而在臺灣總督府的經費補助，以及日本駐廈門領事的監督下

開辦的教育機構。該校校員皆由台灣總督府派遣至廈門任教，學生都是台灣人
78。施士洁作這三篇祝詞的時間應是小竹德吉擔任校長而瀛社詩人王少濤擔任訓

導職務的這一段期間。王少濤在廈門的這一段時間，施士洁和他有非常頻繁的往

來及詩文互答，並且也和小竹校長熟識79，因此旭瀛書院的周年慶祝及畢業典禮

等活動施士洁都有參與。 

施士洁留下的祝詞類文章，除了〈林景商代議士壽母鄭太夫人君祝詞（代施

涵宇）80〉是用雜言加騷體的形式之外，其餘的全都用整齊的四言韻文，內容都

是華美的應酬文字。而這些篇章正可提供我們考察施士洁和當地文化界的往來情

形。 

七、論辯類 

施士洁有〈刑賞忠厚之至論〉兩篇。蘇東坡在仁宗嘉祐二年（1057）參加禮

部考試時，就是以一篇〈刑賞忠厚之至論〉嶄露頭角。主考官歐陽修認爲這篇文

章脫盡五代宋初以來的浮靡艱澀之風，十分賞識，曾說「讀軾書不覺汗出，快哉！

老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施士洁因為和蘇東坡同月日出生的巧合，一向想

                                                 
75 《後蘇龕合集》頁 392。 
76 《後蘇龕合集》頁 393。 
77 《後蘇龕合集》頁 393。 
78參考梁華璜〈臺灣總督府在福建的教育設施：東瀛學堂與旭瀛書院〉，《國立成功大學歷史學報》

第十一號，民七十三年十二月 頁 39-56。 
79施士洁有〈贈王少濤訓導，兼示旭瀛書院小竹校長〉（《後蘇龕合集》頁 199）、〈少濤以扇索書，

口占應之〉（《後蘇龕合集》頁 199）、〈世宙陵夷，子衿佻達，抱道之士，惄然憂之。王子少濤秉

姿獨粹，績學彌劬，庸中佼佼，百不一遇。與予同里，夙不謀面。頃游鷺門，恨相知晚。是固恂

恂儒者，而又有志於為詩者也。鷺門旭瀛書院，學子薈焉，少濤實司訓導。暇輒文酒過從，出示

『賞清盧』、『洎寄樓』諸吟草，匄予劘定。邇復自署『曾經滄海』一圖，廣徵海內外名流鉅子題

詠，兼及書畫，仿為百衲之製。予維少濤年少美才，應求之雅，環球咫尺；斯圖特嚆矢耳。爰志

四絕，為異日券〉（《後蘇龕合集》頁 214）、〈邇來蛛隱，不出戶庭；雖抱葉雌蟬，而絕塵離俗，

無悲憫怨尤之致，斯足怡矣。吾友景商代議士，今之健者，亦古之狂。其於吾也，迹判雲泥，情

同卬駏。歲月電邁，眴將北行，攜手河梁，則又不能不慷慨欷歔作荊卿變徵調也！王子少濤與吳

同志，共就敝廬，拂榻聊餞一杯。爰命侍兒洗手調羹，以侑薄酌。客中鴻雪，爪迹堪珍，書此為

他日券〉（《後蘇龕合集》頁 221）、〈送王少濤東歸臺陽序〉（《後蘇龕合集》頁 409）等和王少濤

相關的詩作，題目中清楚顯示出兩人的互動情形。而上列第一首詩題，可看出他和小竹校長也有

往來。 
80 《後蘇龕合集》頁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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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其為人，希望能踵繼其後。他特意選擇這個讓坡公獲得功名的名篇，創作同題

文章，其用心和企圖非常明顯。 

施士洁的這兩篇文章扣住蘇東坡〈刑賞忠厚之至論〉的內容作為立論的根

據。如 

第一篇引用蘇東坡「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疑則舉而歸之於仁」的論點作為

文章的起文，而後以王安石變法所帶來的種種弊端作為佐證，深切剖析坡公「古

者賞不以爵祿，刑不以刀鋸」理念的真意。施士洁〈刑賞忠厚之至論(一)〉全文

如下： 

宋眉山蘇子瞻氏嘗論：「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

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蓋以見先王之所以刑賞者，固忠厚之至也。 

蘇氏當熙寧、元豐之間，深慨夫王荊公創立新法，壞亂天下。其時青苗、

均輸、保馬、方田諸役，相繼並興，韓絳、呂惠卿、曾布之徒擅作威福。

蓋所謂刑賞者，久己擾擾乎顯悖忠之旨矣。蘇氏之言曰：『古者賞不以

爵祿，刑不以刀鋸』。賞以爵祿，是賞之道行於爵祿之所加，而不行於

爵祿之所不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不施於刀鋸

之所不及也。荊公之法，一以矯世變俗為務；而不知其以經術誤天下者，

正非鮮淺。然其法至元祐而遽罷，非所謂爵祿之所加、刀鋸之所及，亦

有時而不能加、不能及乎？雖紹聖仍用新法，而至靖康，則楊龜山諸君

子群起而議其弊焉。非以昔之所謂刑賞者，究非忠厚之遺乎？崇寧中，

荊公封王配食，識者笑之。迨籍元祐諸臣，而石工安民「惟恐得罪後世」

之語，傳之千古。蓋賞之所不能加，刑之所不能及，至是而較然益著矣。

後之君子，推原於蘇氏之說，不能無慨於宋之刑賞至荊公而大弊；愈不

能不睪然高望於先王忠厚之所以至也，而豈易易哉81！ 

第二篇同樣引用坡公的話作為立論主軸，關注的焦點則落在施士洁所處的社

會現象。文章分兩個層次推進，第一層用今昔對比的方式以顯豁坡公「春秋之義，

立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褒貶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的句義，並感嘆蘇東

坡雖有舉刑賞而歸於忠厚，為世大用之志，卻不得實現，甚至慘遭遠謫，但蘇東

坡仍躬行「春秋」之旨，其志讓人動容。第二層則往前再推進：蘇東坡生當宋理

學之世，志向不得申展，猶得退而考論春秋義法，而今士大夫生於亂世，則連春

秋義法尚不可得，更遑論施展抱負了。點出對當世時局的反思和批判。〈刑賞忠

厚之至論(二)〉全文如下： 

                                                 
81 《後蘇龕合集》頁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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嗚呼！時今日，忠厚日非，尚得謂之刑賞哉！古之理人者，勸賢而畏刑，

卹人不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先王忠厚之道，於是乎在。降及後世，

苛暴日甚，而黥椓髡鉗之所及，濫於刑矣；嬖倖日多，而車服帶礪之所

加，僭於賞矣。蘇子曰：『春秋之義，立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褒貶

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斯言也，其深有慨於後世之刑賞也，其深

有望於刑賞之忠厚也。 

夫先王之所操以治世者，不外刑賞諸大端，而皆垂為後世法。其見於虞、

夏、商、周之書者，無論矣。蘇子生宋時，以嘉祐二年「春秋」對義第

一，其志固欲舉刑賞而歸於忠厚，為世大用；而卒不得所志，以迄貶謫，

何也？「春秋」以匹夫法天下，蘇子究其旨，以為躬行，旁薄鬱勃於中，

而不能自已。千載而下，讀史者猶為之掩卷太息焉。士大夫不幸生當叔

季，欲求如蘇子在宋理學之世，考論「春秋」義法且不可得，夫非古之

所謂忠厚者愈去而愈遠哉82？ 

這兩篇一組的文章應該是在效法蘇東坡及慨嘆時局的雙重基礎之下寫成。只

是施士洁的行文頗為含蓄，對於當世的批判點到為止，呈現出他一貫沈穩內斂的

創作風格。〈刑賞忠厚之至論(一)〉、〈刑賞忠厚之至論(二)〉編排在文稿第一卷末。

第一卷所收的篇章，只有置於第一篇的〈臺澎海東書院課選序〉文章中有：「今

方伯唐公、廉訪顧公、郡伯前護道唐公囑檢近年課藝，重為評定，付之手民，猶

清惠公意也83。」等句，顯示是施士洁在臺南任海東書院山長時期所作。以及〈臺

郡海神廟募啟（代潘邑侯作）84〉是光緒五年（1879）潘慶辰掌理臺南縣邑時所

作，其餘可以考證出年代的篇章全部都是內渡之後所作。若依此推斷，這兩篇作

品在內渡之後所作的可能性佷高。施士洁放棄田產回到祖里，功名加在他身上的

榮耀和地位已經化為烏有，目睹時局日益混亂，理想抱負已無由實現，此時心中

的感觸必深，於是透過文章發抒文人生於亂世理想不得實現的憤懣跟慨嘆。 

八、傳狀類 

施士洁有〈司訓立軒盧公家傳〉，是替盧振基所作。施士洁祖父從大陸到臺

南定居時，就和盧家比鄰而居。盧振基頗懂得人倫鑑識，施士洁在 14 歲時就受

到盧振基的賞識，有意將女兒許配給他，後來因為施士洁的父親過世，婚事才作

罷。而施士洁的元配妻子黃恭人也正是盧的學生。乙未割臺後，盧振基和施士洁

同時避地廈門，兩人的因緣很深。施士洁在傳記中對於他的世系事功都有詳細的

敘述。全文如下： 

                                                 
82 《後蘇龕合集》頁 375。 
83 《後蘇龕合集》頁 353。 
84 《後蘇龕合集》頁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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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予先王父僑籍七鯤，與盧氏衡宇比者，蓋三世矣。立軒司訓公，敦品

績學，予亡室黃恭人，兒時實受業焉。公之猶子棐堂孝廉，復與予同乙

亥榜。里人相謂，殆猶太邱之於高陽也。乙未割臺禍起，予與公避地鷺

門，忽忽十餘年間，而公溘逝。然公有孫，曰文啟、曰心啟者，以漳郡

試，列前茅，冠童軍，同入龍溪邑庠。其時公猶及見。嗟乎，楹書祖硯，

手澤廑存，是則可悲而又可幸者耳！今春文啟手公遺詩一冊，踵門乞為

公傳。予縱不文，其曷敢辭？ 

公諱振基，字立軒，晚自號「四白山人」，臺灣縣學歲貢生85，部選寧德

縣學訓導。性至孝，里居授徒，以母在，不遠遊；即大比之年，亦從不

一赴省試，始終澹於仕進，有古隱君之風。少孤，家貧自力。年二十，

入邑庠，旋食廩餼，歲科試輒優等。督學徐公宗幹，目為端人正士。以

故從游者眾，一時掇巍科、翔文苑者，指不勝摟。 

公治家以儉，訓子以嚴；而於諸弟妹及子姓輩，則以和以慈。年五十有

四，壽母考終，猶復哀毀骨立，畢生孺慕。內行之篤，非人所及。在臺

諸有司，聞其風者，咸禮重之。僑鷺以後，日惟度攵門課諸孫，未嘗向

當路投一刺。鷦棲蛛隱，抱道以終，年七十有六。 

公有子二人：長宗煌，雲林縣學訓導86，先公卒。次宗炘，邑庠生。公

雅有譔述，燹後蕩然；今存者，「四白山人吟稿」十卷中，所餘不過數

十首而已。公自舞勺之年，雅慕宋學，日仿宋儒語錄，兼寓年譜例意，

凡所經歷，七十餘年中，日用飲食之，微洎乎家國政事之大，罔弗筆之

於書。是書若在，其有關於人心世道者，必非鮮尠；遭時不幸，佚於兵

燹，惜哉！前中書舍人施士洁曰：公其有道而無愧色者與！聞之里中父

老，謂公少咯血幾殆，不事醫藥，家有「逸公茗壺」，日坐書齋中，手

烹壺茗，玩而味之，如是者有年，所患馴至平復。中歲後，遂臻強固。

非古所稱養心寡欲者，孰克當此？ 

公嘗自負有人倫鑒，予年十有四，即受公知，出而應郡邑試，輒冠曹偶。

時公為愛女相攸，意將屬予。旋以先大夫棄養，中輟。女歸陳大令楷，

亦邑中名下士也。予今白香，感懷知己，尤不禁馬策西州之慟云87！ 

第二節：內容探究 

                                                 
85 《臺灣通志‧選舉‧貢生‧臺灣縣》：「歲貢：盧振基(同治二年)（1863）」（收入臺灣文獻叢

刊第一三０種）頁 416。 
86 《盧宗煌雲林縣采訪冊‧斗六堡‧職官‧文職‧訓導》：「光緒十八年（1892）七月二十二日

抵署任，十九年六月十七日在任病故。」（臺灣文獻叢刊第三七種）頁 35。 
87 《後蘇龕合集》頁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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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節針對施士洁文稿的編排方式、文獻價值及文章特色等方面作說明。 

一、施士洁文稿的編排方式 

《後蘇龕合集》所收的《後蘇龕合集‧後蘇龕詩鈔》及《後蘇龕合集‧後蘇

龕詩鈔》大抵都是按照創作時間的先後順序編排。而《後蘇龕合集‧後蘇龕文稿》

則以韻散為編排的依據。 

《後蘇龕合集‧後蘇龕文稿》兩卷，第一卷所收全部是散體文章，這些篇章

多在行文當中或文末題署時標上年月，我們可以很清楚看出創作時間。如〈柯母

李孺人墓志銘〉：「以乙卯年二月十三日，葬於思明之半山塘。予為之志而銘之……
88。」〈臺灣北港增修朝天宮碑記〉：「……而莫盛於今壬子萃全臺之力而高之、大

之……89。」 

施士洁在編排第一卷作品時，將內渡前所作的三篇放在最前面，而後是內渡

後的作品。這些內渡後的作品再依類別排列。碑誌類作品最多，接續在內渡前所

作的篇章之後，接下來依序是序跋類、雜記類90、論辯類、書啟類。唯一例外的

篇章是〈侍郎銜太僕寺卿林公壙志（代叔臧京堂作）91〉，這一篇應該是碑誌類的

作品，施士洁卻未和其他碑誌類作品排在一起，反而放在雜記之後，論辯之前。

不知道是否因為這一篇是代作的作品，施士洁有意和其他作品區隔，才將它獨立

出來。 

第二卷所收以祝詞、題贊、祭文居多，全部都是韻文作品。其中以整齊的四

言形式作品佔大多數，總共有 29 篇。其次是雜言 6 篇；騷體 4 篇；七言、六言

各有一篇92。除了少數幾個篇章可以從其他詩卷或施士洁的生平推敲出時間外，

多不詳創作年代。這一卷的作品編排和第一卷相同，大體上是以類別為序，先祭

文，次祝詞，次題贊，最後是序跋作品。不過其中仍有幾篇例外。如〈江璞巖孝

廉祭文93〉是一篇祭文，卻放在題贊類之中；又如〈丁巳九月，全閩報社十週年

三千號紀念詞94〉和〈江保生全閩報社三周年祝詞95〉相類似，是屬於祝詞一類，

                                                 
88 《後蘇龕合集》 頁 370。 
89 《後蘇龕合集》 頁 372。 
90 〈臺灣北港增修朝天宮碑記〉（《後蘇龕合集》 頁 372。）應該是雜記類，筆者為論述的方便，

在這一章將之歸為碑誌類。 
91《後蘇龕合集》 頁 373。 
92 請參看表二十九：《後蘇龕合集‧後蘇龕文稿》篇目分類表。 
93《後蘇龕合集》 頁 401。 
94《後蘇龕合集》 頁 402。 
95《後蘇龕合集》 頁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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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這兩篇卻未排在一起，〈江保生全閩報社三周年祝詞〉排在祝詞類，而〈丁

巳九月，全閩報社十週年三千號紀念詞〉卻是置於題贊類之後。 

《後蘇龕合集‧後蘇龕文稿補編》一卷，為後來的整理者所編輯而成，文體

形式較不統一。編者在《後蘇龕合集‧弁言》中提到選輯的原則：「另就其他詩

文稿中，選其有關臺灣史料者，作為「補編」。」因此這些篇章最大的共同點是

內容都和臺灣史料相關。篇目的編排也大致以類為序。 

二、施士洁文稿的史料價值 

《後蘇龕合集》一書除了文學價值，還富含史料。施士洁一生勤於吟詠，所

歷、所見、所為、所聞，概入詩文，因此替與他相關的時地保存了豐富的史料96，

成為研究臺灣文學或者是臺灣文人社群的重要參考。這些作品當中，尤其以文稿

的史料意義最為重要！  

詩、詞作品由於格式、韻律的限制，歷史資料端賴作者長篇詩題、加註、加

序的創作習慣得以保存97。文稿--尤其是散體篇章--由於沒有格律要求，加上適合

敘事的形式特質，篇章中保存的史料特別豐富而且完整。 

如〈侍郎銜太僕寺卿林公壙志（代叔臧京堂作）〉： 

先考府君以乙未年臺灣割讓後，僑居廈門。越十年乙巳，前商部右丞王

公清穆，奉朝命覈商政，道廈；夙稔府君材藎，請於貝子尚書，特疏保

創辦銀行並總理商會，恩賞加侍郎銜。府君聞命感奮，與王公籌畫勞瘁，

舊恙頓發，藥弗克瘳，竟以是年六月考終於鼓浪嶼第中正寢。…… 

府君姓林氏，諱維源，字友逢，號時甫。先世由漳州龍溪，遷居臺灣淡

水之枋橋。府君逾冠，先王考光祿公國芳、先伯祖考光祿公國華相繼棄

養；府君與先世父巽甫公，負荷先業。洎先世父故，先叔父敦甫公亦中

道殂，府君獨肩鉅責。設育嬰，葺廢墳，平陂路。復創養濟院，以恤窮

黎；修「淡水志」，以存文獻；闢「大觀社」，以惠士林。大甲溪歲溺，

人稱奇險，府君與諸當道造浮橋，民獲安渡。臺灣撫墾內山時，府君方

以內閣侍讀學士在都供職，奉旨幫辦臺灣撫墾事務。凡築鐵道、開煤礦、

建行省郡垣之役、賑順直晉豫之荒，心力交瘁。在臺十餘年，帝心簡在，

                                                 
96 參考《後蘇龕合集‧弁言》。 
97施士洁詩及詞的史料價值請參考論文第四、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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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遷太常少卿、通政副使、太僕正卿。甲午，中日事起，命授督辦全臺

團防大臣。自募兩營，扼險固守。未幾和議，遵旨內渡。遂壹意籲請開

缺，養疴廈門之鼓浪嶼。……庚子拳匪之變，府君急欲奔赴行在；終以

在臺時感瘴致疾，弗克就道，痛憤填膺，疾亦增劇。洎乙巳拜侍郎之

命……。 

府君生道光戊戌三月二十有一日子時，卒光緒乙巳六月十有六日卯時，

春秋六十有八。越二年丁未，卜葬於漳州龍溪白石堡丁厝山之麓，穴坐

壬向丙兼子午，分金癸巳癸亥。……府君配陳氏，誥封一品夫人，江南

福山鎮總兵官剛勇公勝元第三女，先府君卒。妾九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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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七人：

景仁、剛義、鼎禮、崇智、履信、克恭、志寬。女一人，適南平縣學訓

導陳釗。孫女四人98。 

這是林爾嘉囑施士洁代其為父親林維源所作的壙志，詳細備極地記載了林維源的

一生。文章中關於林維源的生卒時間、世系等資料必然是林爾嘉提供，真實可信，

可作為研究林維源生平的參考。 

又如〈清通議大夫賞戴花翎三品銜記名簡放道學部總務司郎中吏部主事恩貢

生竹溪鄭公墓志銘（壬戌四月，王友竹囑作）〉是 1922 年王松請託施士洁為新竹

文人鄭兆璜所作的墓誌銘。篇章中對於鄭兆璜的畢生經歷、世系子嗣等記錄都極

為詳細： 

君諱兆璜，字渭卿，號竹溪。先世由泉渡臺，以商業起家於新竹。曾王父宇，

清贈文林郎。王父延珪，邑庠生，旌表孝友。考時霖，附貢生，候選知州、布政

司經歷。有子七，君其叔子也。幼聰穎，讀書經眼不忘，業師鄭孝廉維藩見而器

之。光緒丁丑，受知於學使者新建夏公，入邑庠。旋食廩餼，補辛卯科恩生。君

與里中名下士游，以文字相切劘，其妹夫陳紉石貢士，尤杰出，君亦如驂之靳。

紉石春秋兩闈，輒戰捷；君乃六舉省試，薦而不售者再，由是絕意場屋。割臺事

起，遂挈家內渡歸泉。入都，援例納粟得主事，籤分吏部。洊歷學部總務司郎中，

記名簡放道，加三品銜，賞戴花翎。……亡何，國步鼎革，大總統項城袁公極意

延攬；君已志在丘樊，回首觚棱，義不忘故。晚歸竹邑……。 

君以辛酉年八月八日，終於新竹里第。距生之初，實維咸豐乙卯年八月

十又五日，春秋六十又七。所著有「硯香齋詩集」，未梓。配朱淑人，

繼配陳淑人，妾趙氏。子三：雲梯、雲欽、雲中，均朱出；雲中前卒。

孫四：作鑑、作涵，雲欽出，作衡、作贊，雲中出。孫女六：長字李，

                                                 
98《後蘇龕合集》 頁 373-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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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均未字99。 

檢視各種流傳的資料，關於鄭兆璜的介紹，只有部分研究臺灣詩社的文章，在社

員名單中出現他的名字100。個人資料只有《全臺詩作者個人資料‧鄭兆璜》：「鄭

兆璜（？～？），字葦卿，臺北恩貢。其餘生平未詳，其詩僅見《師友風義錄附

編》101。」寥寥數語，其餘朝代、生卒年、親族仕宦經歷全部註為「不詳」。對

於鄭兆璜有比較詳細介紹的是《新竹市文化局‧人物誌‧鄭兆璜102》，該網頁清

楚註明：「資料來源：施士洁 竹谿鄭公墓誌銘」所指的就是《後蘇龕合集‧後

蘇龕文稿補編》所收的這篇墓誌銘。也就是說，大家原本對於鄭兆璜所知有限，

直到施士洁的文稿被注意，才在這篇墓誌銘中得到比較詳細可信的資料。從這個

例子我們可以瞭解施士洁文稿的史料價值。 

再如〈林母楊太夫人六十壽序〉，是為林石洲的母親--也就是林朝棟的夫人--

所作的壽序。林朝棟是霧峰林家第六代，曾參與中法戰爭的台灣戰事，協助劉銘

傳在台灣辦理新政，以及平定施九緞事件，並於甲午戰爭後支持籌組台灣民主

國。乙未戰爭之後，舉家遷至廈門，最後病死上海。 

記載林朝棟生平事跡的書籍頗多，如《臺陽詩話‧臺陽詩話上卷》：「臺中林

蔭堂觀察(朝棟)，性豪爽，有志略。當法人擾基隆，逞身召募，會官兵戰於雞籠

杙，夜不穩睡，甲不離身，屢著勞績，中外咸目為岳家軍103。」又如《劉壯肅公

奏議》：「彰化紳士郎中林朝棟，生長將家，急公好義，聞狀獨備糧餉兩月，募勇

五百人助勦104。」這些描述都聚焦於林朝棟平亂的英勇作為，而施士洁的〈林母

楊太夫人六十壽序〉書寫的對象是林朝棟夫人，序言中對於林朝棟參與戰役及撫

番的作為也有著墨，不過是從林朝棟夫人巾幗不讓鬚眉佐夫立功的觀點切入，提

供了另外一個有趣的視角： 

……年二十有一，始來歸於蔭堂資政公，是為宮保剛愍公之冢子媍，……

                                                 
99摘錄自《後蘇龕合集》 頁 429。 
100

如《臺灣詩社‧竹梅吟社》之成員介紹有鄭兆璜。

（http://www2.nmtl.gov.tw/pclub/srch_list_result.aspx?PID=000010） 
《臺灣歷史辭典‧臺海擊銖吟集》：「臺海擊銖吟集 編者蔡汝修，……此集專為其倡立之竹梅吟

社之擊缽作品而編輯，其中所附同仁齒錄載有：……陳濬芝、鄭兆璜、……鄭鵬雲、……魏清

德、……王松……。」（徐慧鈺撰）

http://nrch.cca.gov.tw/ccahome/website/site20/contents/014/cca220003-li-wpkbhisdict003621-1064-u.
xml） 
101網頁資料題為江寶釵撰。見 http://140.138.168.14/TWPAPP/ShowAuthorInfo.aspx?AID=000601 
102 網址為 http://www.hcccb.gov.tw/chinese/04tour/tour_g02a.asp?titleId=172 
103 《臺陽詩話‧臺陽詩話上卷》（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三四種）頁 12-13。 
104 《劉壯肅公奏議‧卷三、保臺略‧臺紳捐資募勇屢戰獲勝並各軍分守情形摺》 （收入臺灣文

獻叢刊第二七種）頁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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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資政盤於游畋之好，恥為章句之儒。太夫人聞而鬱伊，見乎辭色，

樂羊斷織，而負笈以成；伯鸞具食，而舉案不廢。資政既勤鉛槧，遂列

貲郎。繼奮兜鍪，漸臻散騎。卻穀自敦書說樂，祭遵亦雅歌投壺。慕狼

居胥之封，領曳落河之隊，卒以敉平夷寇，洊擢監司，豸服躬膺，龍韜

掌握。太夫人之力瘁矣，太夫人之志亦酬矣！……當光緒之十有四年，

彰邑甿以清賦畔。資政奉臺帥檄，疾馳解圍。其時淝水之草木皆疑，崑

岡之玉石誰判？大夫人俶裝入壁，旁畫止戈，油然具菩提心，冀以安反

側子。孥無駢戮，市不易廛，太夫人贊之也。更足異者，資政嘗以勦墾

番社，深入其阻，糧盡而援絕。太夫人投袂而起，借箸以籌，驅五百之

童男，率八千之子弟，鸛聲雷動，駿足風追。終使黑闥之眾，儵爾土崩；

白登之困，渙若冰釋。蓋毫髮實無遺憾，而鬚眉反覺不如矣！其為媍而

健也有如是者。歲己亥，資政駐軍徐海。癸卯四月，捐館於滬上。……
105 

其他如〈鄭香谷部郎偏遠堂吟草序106〉、〈臺灣北港增修朝天宮碑記107〉等篇

章，都提供了臺灣相關的珍貴資料。 

以上所舉的篇章都是散體文章。至於韻文，礙於文章形式的局限，內容表達

較為板滯，敘事性不足，篇章中也缺乏文獻資料。不過有些韻文篇章，施士洁用

文前加序的處理，補足了這部分的缺憾。如〈女弟慧修貞女祭文(代鄭伯端作)〉，

序曰：「女有肺疾，皈佛持戒，禮古月和尚於閩之石鼓山。歸，卒於新竹北郭園。

遺屬其大父香谷部郎，願火葬雪峰寺建塔焉108。」；又如〈詠淞族兄「踏雪探梅

圖贊」〉，序曰「君采龍涎雞舌之珍，走鹿耳鯤身之島，氤氳在抱，礧砢多姿。阿

堵中偏嗜琴書，尺幅上雅摹泉石，欣從梓里，載覯松容。寫此頑仙，慚非韻士；

聊□占而塞責，俾爪跡以存真云爾109。」 

文前加序的方式僅見於韻體篇章，散體文章則因本身敘事性強，不待序言作

說明。 

三、韻文篇數多於散體；散體價值高於韻文 

                                                 
105摘錄自《後蘇龕合集》 頁 414。 
106《後蘇龕合集》 頁 371。 
107《後蘇龕合集》 頁 372。 
108《後蘇龕合集》 頁 385。 
109《後蘇龕合集》 頁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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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蘇龕合集‧後蘇龕文稿》及《後蘇龕合集‧後蘇龕文稿補編》所收的篇

章共有 78 篇，包含韻文 59 篇，散體 19 篇。韻文作品明顯多於散體作品。這個

結果除了顯示出作者的寫作偏好外，更直接受到文類特色的影響。 

施士洁的文稿中，祭文有 13 篇、題贊類 19 篇、祝詞類 8 篇，三者合起來達

總篇數的 51%。祭文的書寫有既定的格式，除了祭悼至親之外，為了在祭拜時朗

誦，語言均押韻。題贊和祝詞則是專為頌揚，屬於應酬文類，一般都是以韻文行

之。因此，施士洁文稿中韻文多於散體的原因，與其解讀為施士洁的寫作偏好，

不如說，施士洁的文稿以應酬篇章居多，因此多韻文作品。 

由於韻文作品多用在酬酢用途，因此內容盡是華麗的頌揚文字，既缺乏深刻

感情，也較少文獻資料。散文部分則包含的類別較廣，文字也多古樸雅潔。如〈刑

賞忠厚之至論（二）〉：「嗚呼！時今日，忠厚日非，尚得謂之刑賞哉！古之理人

者，勸賢而畏刑，卹人不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先王忠厚之道，於是乎在。

降及後世，苛暴日甚，而黥椓髡鉗之所及，濫於刑矣；嬖倖日多，而車服帶礪之

所加，僭於賞矣110。」這一篇文章乃是針對蘇東坡的〈刑賞忠厚之至論〉而作，

不僅內容和蘇東坡相應和，敘述條理而明晰，也和蘇東坡的文字風格有相類之處。 

又如〈復女弟子邱韻香書〉：「詩之道與作文異，與講學尤異。斷章取義，賦、

興、比原無所不可。『關雎』為『國風』之首，而文王乃『寤寐』、『窈窕』、『展

轉』、『反側』，聖人不以為非。唐李飛謂：白傅詩不擇典而用，斥為纖豔不逞，

名教罪人。卒之，白傅詩名不因李飛而損。王介甫曰：『詩者，寺言也。寺為九

卿所居，非禮法之言不入』。識者笑之111。」文章旁徵博引，語意鏗鏘，擲地有

聲。內容也深刻有味，表達出施士洁的創作觀。 

無論從文學藝術的角度或是文獻意義的面向來說，施士洁文稿中的散體篇章

都較韻文篇章的價值來得高。 

                                                 
110《後蘇龕合集》 頁 375。 
111《後蘇龕合集》 頁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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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十：《後蘇龕合集‧後蘇龕文稿》篇目分類表 

卷一（17 篇） 
年 篇名  體裁 類別 序 註 備註 
 臺澎海東書院課

選序 
353 散體 序跋    

 剡川龍宮寺碑跋

後 
356 散體 碑誌    

 臺郡海神廟募啟

（代潘邑侯作） 
357 散體 書啟  文題加註 代作 

1899 重修岑江家廟碑

記 
358 散體 碑誌  句中加註  

1903 宗叔母許太恭人

墓志銘 
359 散體 碑誌    

1903 蔡封公偕配王太

君合壙志銘 
361 散體 碑誌    

1896 楊君敬亭墓志銘 363 散體 碑誌    
1905 陳游戎墓志銘 365 散體 碑誌    
1910 楊墨侯太翁配郭

太夫人合窆墓志

銘 

367 散體 碑誌    

1915 柯母李孺人墓志

銘 
369 散體 碑誌    

1903 鄭毓臣上舍師友

風義錄序 
370 散體 序跋    

1913 鄭香谷部郎偏遠

堂吟草序 
371 散體 序跋    

1912 臺灣北港增修朝

天宮碑記 
372 散體 碑誌    

1907 侍郎銜太僕寺卿

林公壙志（代叔

臧京堂作） 

373 散體 碑誌  文題加註 代作 

 刑賞忠厚之至論

（一） 
374 散體 論辯  文題加註  

 刑賞忠厚之至論

（二） 
375 散體 論辯  文題加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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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復女弟子邱韻香

書 
376 散體 書啟    

卷二（42 篇） 
年 篇名 頁 體裁 類別 序 註 備註

 葉梅珊太史祭文 381 韻文（騷體） 祭文    
 吳咫園明經祭文 382 韻文（四言） 祭文    
 家悅秋孝廉祭文 383 韻文（騷體） 祭文    
 林母黃太夫人祭文 384 韻文（雜言） 祭文    

1911 女弟慧修貞女祭文（代鄭伯

端作） 
385 韻文（四言） 祭文 序 

文題加

註 
 

 高標勛茂才祭文 386 韻文（四言） 祭文    
 鄭蓮舫協戎祭文 387 韻文（四言） 祭文    

1913 耐公六十自祭文 387 韻文（四言） 祭文    
 代軍警長祭死事者三人文 389 韻文（四言） 祭文    
 臺南郡城開溝祭后土文 389 韻文（四言） 祭文    
 王迪臣觀察祖妣顧太夫人葬

日祭后土文 
389

韻文（四言） 
祭文    

 顧太夫人齋奠日施放河燈祭

水神文 
390

韻文（四言） 
祭文    

1911 林景商代議士壽母鄭太夫人

君祝詞（代施涵宇） 
390 韻文（雜言） 祝詞  

文題加

註 
代作

1911 又代林芍生祝詞 391 韻文（四言） 祝詞   代作

1910 江保生全閩報社三周年祝詞 391 韻文（四言） 祝詞    
 聲應報社祝詞（代公和社柯

敬堂） 
392

韻文（四言） 
祝詞  

文題加

註 
代作

 旭瀛書院三周年祝詞 392 韻文（四言） 祝詞    
 旭瀛書院四周年祝詞 393 韻文（四言） 祝詞    
 旭瀛書院舉行畢業禮式祝詞 393 韻文（四言） 祝詞    
 蔡舜臣封公象贊 393 韻文（四言） 題贊    
 蔡母陳太夫人象贊 394 韻文（騷體） 題贊    
 蔡曉滄觀察冠劍圖贊 394 韻文（四言） 題贊    
 陳篤延太學象贊 394 韻文（雜言） 題贊    
 陳母王太安人象贊 395 韻文（四言） 題贊    
 吳二如封公象贊 395 韻文（雜言） 題贊    
 佘銕騃上舍先王母施太孺人

象贊 
396 韻文（雜言） 題贊    

 詠淞族兄「踏雪探梅圖贊」 397 韻文（雜言） 題贊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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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紹沈亦舟先生象贊 397 韻文（四言） 題贊    
 邱君子寅象贊 398 韻文（四言） 題贊    
 林母謝孺人象贊 398 韻文（四言） 題贊    
 許母吳太安人象贊 398 韻文（七言） 題贊    
 族兄亨六上舍象贊 399 韻文（四言） 題贊    
 族叔詒垣司馬象贊 399 韻文（四言） 題贊    
 族叔母洪宜人象贊 399 韻文（四言） 題贊    
 王崑甫五十二歲小影贊 400 韻文（四言） 題贊    

1904 自顧五十小影寄贈陳槐庭於

鹿溪 
400 韻文（四言） 題贊    

 
五文昌圖贊（集葩經句） 400 韻文（四言） 題贊  

文題加

註 
 

 觀音圖贊 401 韻文（六言） 題贊    
 江璞巖孝廉祭文 401 韻文（騷體） 祭文    

1909 己酉八月，女弟子邱韻香自

霞陽撮影相貽，即以五十五

歲肖象報之，口占三十二字

題後。 

402 韻文（四言） 題贊  

 

 

1917 丁巳九月，全閩報社十週年

三千號紀念詞 
402 韻文（四言） 祝詞  

 
 

 黃未廬明經潤格小引 403 韻文（雜言） 序跋    

《後蘇龕合集‧後蘇龕文稿補編》（19 篇） 
年 篇名  體裁 類別 序 註 備註 

1911 繡英閣詩鈔小引（辛

亥六月六日） 
405 韻文（四言） 序跋  文題加註  

1912 婆娑仙籟吟社自序 405 韻文（雜言） 序跋    
1914 菽莊序言（甲寅正月） 407 韻文（雜言） 序跋  文題加註  
1915 送王少濤東歸臺陽序 409 韻文（雜言） 序跋    

 東寧女子洪碧梧金石

篆刻小引 
410 韻文（雜言） 序跋    

1917 鹿川募建宗祠啟 411 韻文（雜言） 書啟    
 施又笙孝廉捐濟募啟 412 韻文（雜言） 書啟    
 黃氏古檗山莊序言 412 韻文（賦體） 序跋    

1908 林母楊太夫人六十壽

序 
414 韻文（雜言） 序跋    

1913 許允伯六豒開九雙壽 416 韻文（雜言） 序跋    
1916 林菽莊四十雙壽序 419 韻文（雜言） 序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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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 林侍郎暨龔夫人銀婚

禮成序言 
422 韻文（雜言） 序跋    

1918 石翁學文六十又一壽

言 
424 韻文（雜言） 序跋    

1916 萍叟林先生墓志銘 425 散體 碑誌    
1922 清通議大夫賞戴花翎

三品銜記名簡放道學

部總務司郎中吏部主

事恩貢生竹溪鄭公墓

志銘（壬戌四月，王

友竹囑作） 

428 散體 碑誌  文題加註  

 又六祭文 430 韻文（雜言 祭文    
1914 清封正一品夫人陳府

劉夫人輓詞 
431 韻文（雜言） 祭文    

 寄祭許允白文棉蘭日

里 
432 韻文（雜言 祭文    

 司訓立軒盧公家傳 433 韻文（雜言） 傳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