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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九五○年代，台灣文學發展係屬輝煌的時代，不但是台灣反共戰鬥文學雷

厲風行的年代，也是台灣現代詩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在「一九四九年以後台灣

詩壇的點火人」——紀弦率先在台灣詩壇點燃熊熊的聖火，在當下傳遞火苗的年

代裡，〈新詩週刊〉的出刊、《現代詩》的創刊、現代詩社的成立，藍星詩社及創

世紀詩社亦相繼林立，台灣詩壇呈現一種三大詩社鼎足而立的新形勢。 

在三○年代以前的大陸文學無法見容於當代的台灣，而台灣本土於日據時代

的文學作品亦遭壓制的年代裡，失了依據、傳承的詩人們，試圖藉由西方的現代

主義摸索出屬於自己的路。一方面汲取西洋現代文學理論與譯介作品中的菁華，

一方面各式新風格、新形式的實驗作品也在此滋養下產生。 

其中，借《公論報》副刊刊行的《藍星週刊》或《創世紀》創刊號的出版，

除了提供眾多男詩人發表新詩的園地外，一些以溫婉見長的女性詩人亦在許多機

緣下出現在新詩的伸展舞台上，這些在一九五○年代出現，一般公認為「前行代」

的女詩人中，知名者如蓉子、林泠、敻虹、張秀亞、陳秀喜、胡品清、張香華、

朵思、羅英、杜潘芳格……等，皆應運而起。 

在詩風各異的詩人中，許多女詩人都承襲古典傳統「婉約派」的特點，尤其

以林泠、敻虹、翔翎、方娥真、張秀亞、馮青、席慕蓉……等女詩人的作品最為

明顯。其中，夐虹即以感性為特長的詩人，她擅於抒寫感情，以精緻而細膩的情

思，用清麗自然的文字，表現出婉轉的詩意，她對色彩與形狀的感覺也特別敏銳，

也頗能掌握與捕捉瞬息即逝的情緒，又善於經營意象，在詩的創作中隱含著一種

難以言說的華彩。她早期作品流露出少女情懷，後期作品則注入較多生命和佛理、

哲理的深沈感悟。 

對於許多女詩人而言，在青少年時期的情歌，大多呈現一種含蓄、空靈、清

純的境界。如敻虹在少女時代的詩，把心目中的情人神格化了，那令人忍不住多

加揣想的「藍」，那引人遐思卻又具神性的「藍」。雖然許多學者認為，女詩人於

少女時期的詩作頗多是將自我投射在理想的愛人上，而實際中並無真正的交往或

接觸，如此，「水仙花」般純淨的心靈才能維持下去。且余光中說：「《金蛹》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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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主觀而帶浪漫，和外界總似乎隔著一層紗
1
。」 

但是，敻虹詩中不時出現的「藍」，無論是直呼「藍」，或是用色以藍色為大

宗，或論「藍」是敻虹最愛的色系，但仔細研讀詩作即可發現：「藍」或許是真實

的存在，且其地位相當崇高，宛若神的存在，如神般具有引導、提昇的力量。除

卻神性的面向外，「藍」亦是情愛的象徵，敻虹將「藍」視為最親密的愛人，對其

喃喃輕訴：生命因「藍」而豐盈而憔悴。如〈白鳥是初〉中，敻虹於後註部分提

及：「這一直是我最珍愛的秘密。謹以此詩贈給藍。」但是，隨著詩集的開展，情

感的路途波折不斷，「藍」消磨詩人的內心，苦楚開始產生，「藍」開始與淒冷相

連結，愛情似乎已然到達終點，愛情的宇宙的毀滅，心中的湖泊由大海、湖泊、「最

後是小小的池」，因為敻虹常以宇宙、心湖的意象比擬內心中儲存情愛的空間，當

愛情充滿希望時，宇宙遼闊；當失意時，空間狹隘。因此，將自身脫離「藍網之

外」是否意味著詩人已經脫離情愛的殿堂？向更上方的神靠近？尤其敻虹詩作的

特性之一，即是將生活所思、所感納入詩作內，由作品中可略推生活的幾許細節，

因此，「藍」在具有神格性的情境下，卻彷彿具有血肉之軀，因而讓「藍」更富有

讓人深入探究的想望。  

尤其愈是深入咀嚼詩句，愈覺詩中情味濃厚，有許多意象值得探討；如敻虹

以「金蛹」為詩集命名，可見對蝶蛹意象的喜好。而「東、西、南、北」四個方

位中，為何敻虹多言南方？是否與位居南台灣的故鄉有關？另外，敻虹喜用白色、

品種上偏向花朵細小的花種，其花語亦是有趣的呈現，多與「追憶」、「高潔」、「優

美」、「信賴」、「含蓄的愛」有關，顯然在花卉的選擇上，敻虹的偏重確實是有意

為之。再者，敻虹色彩的運用亦可啟迪生動的聯想，除卻「藍」之外，在五光十

色的色彩中，她所鍾愛的色系多可歸入淺色、透明、無色、晶瑩的色調，使情境

的營造總帶有一絲冷冷的氛圍。另外，敻虹空間的意象、如斗室、泥洞、宇宙、

海、湖、池……等，隨著空間的冷縮或是展延，內心中儲存情愛的空間亦隨之變

化。這些林林總總的脈絡皆將是值得持續關注與探索的。 

瘂弦曾說：「她（敻虹）的節奏是滑行式的，輕飄自然，熟極如流。」當然，

夐虹的詩非止於情詩的浪漫與空靈，她在七十年代鄉土詩興盛時期亦有不少氣勢

壯闊的詩篇。如同《六十年代詩選》中對敻虹的評語：「呈備一種向為女性詩人所

欠缺的理性的深度與嚴密的組織力。」，雖然評語中具有性別歧視的語言，但是，

卻由此可知，夐虹的詩除了一般詩評家所說的陰柔之美外，尚具有理性的深度與

嚴密的組織力。1971 年後，鄉土文學如雨後春筍，女詩人作品也反映這時代潮流。

鄉土文學盛行後，詩風以婉約見長的敻虹也寫了不少歌詠故鄉──台東的詩篇，

如〈台東大橋〉、〈又歌東部〉……等，這些詩作也表現出陽剛的氣勢。由此時期

起，夐虹的詩風亦轉趨於寫實及理性，題材也拓寬了，除了早期溫婉的情感，還

                                                
1
 鍾玲〈第五章 五十年代清越的女高音〉《現代中國繆司》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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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鄉土情懷、家庭溫情、環境保護、時光傷逝以及佛家哲理。文字風格亦力求

淺白，意象也比較精簡。張默在《剪成碧玉葉層層》說：「從抒寫小我的兒女私情，

到揮灑大我的鄉土之愛，敻虹走過來的歷歷腳印是極為鮮明的。她的詩用語恬淡，

調子輕柔，詩思敏捷，意象玄奇，往往在不經意間，達至抒情境界的極致。」，因

此，亦剛亦柔的夐虹，在女詩人的領域裡創作不少值得探究的永恆詩篇。 

 夐虹的藝術成就值得深入評價 

在男性詩人的高度評價中崛起的夐虹，其詩壇地位雖由瘂弦、余光中等人極

力推捧，方使敻虹能在以男性詩人為主導的詩壇裡取得一席之地，卻也是其詩藝

受到肯定的證明。 

雖然林瑞明在其所主編《國民文選˙現代詩卷》說： 

「中生代女詩人幾乎是被眾多男性詩人期待出來的，他們一方面希望有不同

的聲音來充實詩壇，再方面逐漸醒覺的女性意識也迫使男性詩壇有淡淡的自省、

薄薄的負咎感，難道男性真的扼殺了所有能創作的女性？這使得少數女詩人的出

現令當時詩界大老振奮不已，熱情為之作序、導讀，善盡一己之責。」 

但是，在眾多女詩人中，夐虹卻擁有她獨特的詩藝，因為覃子豪讚美夐虹是

具有才氣的女詩人，瘂弦在《六十年代詩選》也指出：「敻虹未來的世界是遼闊的，

由於她燦爛的詩才，我們深信她必能成為繆司最鍾愛的女兒。」，余光中在詩集序

言中亦多所讚賞。所以雖然具有性別方面的問題待釐清，但是仍不能否定夐虹的

詩藝，因此欲由夐虹的詩作出發，以不同於往昔評論家的觀感，希望在不落入窠

臼的情況下，印證敻虹詩作的真正價值，而非依附在眾多男性詩人評價中的單薄

形象。 

夐虹與藍星詩社 

藍星詩社在五十年代為三大詩社之一，藍星詩社並沒有標榜甚麼主義信條，

一般來說，社員的作品在精神上和風格上彼此差異甚大，常有所謂「個人的成就

大於整個詩社對詩壇的影響」的說法。但是，標記了台灣新詩發展過程中「新詩」

與「現代詩」的區別，主要是透過現代派成立之後的三次論戰來形成：第一個階

段為紀弦與覃子豪關於現代主義的論戰；第二階段為覃子豪與蘇雪林關於象徵詩

的論爭；最後則是余光中與言曦關於「新詩閒話」的論爭。這三階段的論爭，帶

出了戰後台灣現代詩的一條新路。理論的鼓吹、論辯的進行，促使了現代詩運動

的開展。其中，覃子豪與余光中都是藍星詩社的靈魂人物，且為現代詩運動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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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再者，敻虹色彩的運用亦可啟迪生動的聯想，除卻「藍」之外，在五光十

色的色彩中，她所鍾愛的色系多可歸入淺色、透明、無色、晶瑩的色調，使情境

的營造總帶有一絲冷冷的氛圍。另外，敻虹空間的意象、如斗室、泥洞、宇宙、

海、湖、池……等，隨著空間的冷縮或是展延，內心中儲存情愛的空間亦隨之變

化。這些林林總總的脈絡皆將是值得持續關注與探索的。 

瘂弦曾說：「她（敻虹）的節奏是滑行式的，輕飄自然，熟極如流。」當然，

夐虹的詩非止於情詩的浪漫與空靈，她在七十年代鄉土詩興盛時期亦有不少氣勢

壯闊的詩篇。如同《六十年代詩選》中對敻虹的評語：「呈備一種向為女性詩人所

欠缺的理性的深度與嚴密的組織力。」，雖然評語中具有性別歧視的語言，但是，

卻由此可知，夐虹的詩除了一般詩評家所說的陰柔之美外，尚具有理性的深度與

嚴密的組織力。1971 年後，鄉土文學如雨後春筍，女詩人作品也反映這時代潮流。

鄉土文學盛行後，詩風以婉約見長的敻虹也寫了不少歌詠故鄉──台東的詩篇，

如〈台東大橋〉、〈又歌東部〉……等，這些詩作也表現出陽剛的氣勢。由此時期

起，夐虹的詩風亦轉趨於寫實及理性，題材也拓寬了，除了早期溫婉的情感，還

                                                
1
 鍾玲〈第五章 五十年代清越的女高音〉《現代中國繆司》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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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鄉土情懷、家庭溫情、環境保護、時光傷逝以及佛家哲理。文字風格亦力求

淺白，意象也比較精簡。張默在《剪成碧玉葉層層》說：「從抒寫小我的兒女私情，

到揮灑大我的鄉土之愛，敻虹走過來的歷歷腳印是極為鮮明的。她的詩用語恬淡，

調子輕柔，詩思敏捷，意象玄奇，往往在不經意間，達至抒情境界的極致。」，因

此，亦剛亦柔的夐虹，在女詩人的領域裡創作不少值得探究的永恆詩篇。 

 夐虹的藝術成就值得深入評價 

在男性詩人的高度評價中崛起的夐虹，其詩壇地位雖由瘂弦、余光中等人極

力推捧，方使敻虹能在以男性詩人為主導的詩壇裡取得一席之地，卻也是其詩藝

受到肯定的證明。 

雖然林瑞明在其所主編《國民文選˙現代詩卷》說： 

「中生代女詩人幾乎是被眾多男性詩人期待出來的，他們一方面希望有不同

的聲音來充實詩壇，再方面逐漸醒覺的女性意識也迫使男性詩壇有淡淡的自省、

薄薄的負咎感，難道男性真的扼殺了所有能創作的女性？這使得少數女詩人的出

現令當時詩界大老振奮不已，熱情為之作序、導讀，善盡一己之責。」 

但是，在眾多女詩人中，夐虹卻擁有她獨特的詩藝，因為覃子豪讚美夐虹是

具有才氣的女詩人，瘂弦在《六十年代詩選》也指出：「敻虹未來的世界是遼闊的，

由於她燦爛的詩才，我們深信她必能成為繆司最鍾愛的女兒。」，余光中在詩集序

言中亦多所讚賞。所以雖然具有性別方面的問題待釐清，但是仍不能否定夐虹的

詩藝，因此欲由夐虹的詩作出發，以不同於往昔評論家的觀感，希望在不落入窠

臼的情況下，印證敻虹詩作的真正價值，而非依附在眾多男性詩人評價中的單薄

形象。 

夐虹與藍星詩社 

藍星詩社在五十年代為三大詩社之一，藍星詩社並沒有標榜甚麼主義信條，

一般來說，社員的作品在精神上和風格上彼此差異甚大，常有所謂「個人的成就

大於整個詩社對詩壇的影響」的說法。但是，標記了台灣新詩發展過程中「新詩」

與「現代詩」的區別，主要是透過現代派成立之後的三次論戰來形成：第一個階

段為紀弦與覃子豪關於現代主義的論戰；第二階段為覃子豪與蘇雪林關於象徵詩

的論爭；最後則是余光中與言曦關於「新詩閒話」的論爭。這三階段的論爭，帶

出了戰後台灣現代詩的一條新路。理論的鼓吹、論辯的進行，促使了現代詩運動

的開展。其中，覃子豪與余光中都是藍星詩社的靈魂人物，且為現代詩運動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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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人物，兩者對敻虹皆有提攜之功，所以也促使夐虹與藍星詩社的關係匪淺，進

而建立了深遠的影響。 

遠溯敻虹與藍星詩社的關聯，雖然《新詩週刊》時期未能躬逢其盛，但是轉

型為《藍星週刊》後，敻虹經由投稿《藍星週刊》的因緣下，與藍星之間結下不

解之緣，甚至在許多與台灣詩社史、台灣詩史相關的文獻資料中，只要提及藍星

詩社，未有不將敻虹名列其上的。 

以敻虹當年活躍的狀況來說，卻在台灣現代詩的研究領域中未受重視或是未

能受到研究者的青睞與關注，在此將為敻虹發聲。因為敻虹可謂五十年代詩壇中

重要的創作者之一，她不但在詩創作上具有影響力，且她非只是借由詩社相互取

暖，她在藍星詩社的貢獻雖比不上余光中、夏菁……但是她由年少時加入藍星詩

社，協助社務推動：舉凡詩人們參與的座談、講演的各種活動都有她的身影。她

對新詩運動推展有一定的貢獻，並在余光中遠赴美國期間與向明肩起部分編輯詩

刊的工作。且在《藍星詩刊》歷經多次轉型為現在《淡藍為美：藍星詩學》中，

依然可以欣賞到敻虹的創作，與身為元老級社員對後輩的提攜與照顧。因此在三

大詩社鼎立的年代身為藍星詩社的一員，在整個台灣詩學歷史中，敻虹應保有其

一定的地位，這一點也是我所欲探究的源由。 

在詩人以自費出版詩集的時代下，夐虹自費出版的作品普遍受到讀者的歡

迎，在《創世紀》詩雜誌、《藍星詩刊》詩訊皆曾提及此事。在當年詩刊、詩社相

互提攜、相互取暖的時代，詩人的作品皆會在相關詩刊中提及，詩創作亦可藉由

詩刊的版面介紹，雖著墨不多，但是在詩人動態上皆有相關報導或說明，包含詩

人間的聚會或是創作近況等皆佔有相當的篇幅，其中曾提及敻虹作品出版後的銷

售量奇佳，甚至在當年以詩讀者為小眾的狀態下還能有再版的盛況，另外與向明

亦有其他著作受到肯定，也是值得鼓勵的。 

在當年的主要報章雜誌中，雖然發表的作品不及余光中和夏菁……等人，但

是在女性詩人當中已屬相當活躍的夐虹，在當時重要詩刊中都有相當精采的詩作

發表。如：《文學雜誌》、《文星》、《現代詩》、《創世紀》……等，另外在當年發行

量甚大的《聯合報》、《中國時報》等亦有不少詩作受到賞識。因此，敻虹在詩壇

的起步可謂平順，詩集、報章雜誌的能見度又高，相對地，她的影響層面亦是值

得深究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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夐虹作品的典律化 

文學典律的生成過程中，誰能取得主導文化生產與消費的管道，不僅能掌控

潮流，同時也能影響大多數人的價值與判斷。因此，林于弘說：「『年度詩選』」對

詩壇的權力運作、潮流風尚與個人創作動向，都會產生某種程度的影響，所以在

睽睽眾目的注視下，年度詩選的標竿作用，也自然賦予某種程度的象徵意義
2
。」，

在此，不論「年度詩選」背後是否為男性作家權力傾軋下的產物，或是創世紀、

藍星、現代詩社等三大詩社為了維護自身的傳統與偏本土的笠詩社等的權力傾軋

下的結果。「年度詩選」的確是具有指標性的意義，對一般讀者而言，亦具有引導

或入門磚的功用，對於資深的詩評家或是在詩壇中已具相當背景的詩人而言，在

眾多詩人中能雀屏中選，亦有鼓舞的作用。尤其一九六一年元月，由張默主編的

高雄大業版的《六十年代詩選》，對於夐虹而言，更具激勵的作用。因為入選的廿

六位詩人中，敻虹無論詩齡或實際年齡都是最輕的。 

統計將近十年的年度詩選（如附錄二）即可發現，在年度詩選中，女性詩人

入選的機率普遍較低，大約佔一成至二成，由爾雅所出版發行的年度詩選中，入

選的女性詩人以朵思、零雨、席慕蓉、夐虹等多位占最多篇幅，其中依據崛起年

代細分，將發現五十年代中唯有夐虹出現頻率最高，其次是林泠，其他占多數的

以崛起於六十年代的朵思或是七十年代的席慕蓉、尹玲，或是備受評審委員青睞

的八十年代的新起之秀：零雨、羅任玲、顏艾琳……等。故可知崛起於五十年代

尚能在年度詩選中嶄露鋒芒的女性詩人相當少數，又以敻虹能屢居其中更是值得

探究的所在。 

直到夐虹八十七年左右創作量銳減前，夐虹在年度詩選中備受關注，尤其以

崛起於五、六十年代的女詩人而言，夐虹入選的比例偏高，幾乎年年入圍。其他

如蓉子、林泠、羅英、張香華……等入選作品皆不多。年度詩選提供認識詩人的

機會與管道，相對提高詩人的能見度，入選除了牽涉到創作量的多寡、作品能見

度與是否仍持續進行創作有關之外，亦牽涉到編輯委員的審美觀。但是能在女詩

人名額佔少數的時代氛圍下，入選即代表受到評選員的肯定，也說明了當時詩壇

的現狀，更可顯現出夐虹所受到的重視。 

五十年代崛起詩壇的女詩人中以蓉子、林泠、敻虹、張秀亞四人的詩名最為

人所熟知，其中詞采雅麗、意蘊清新的張秀亞詩齡甚長，但詩作不多。人稱「永

遠的青鳥」的蓉子，雖然踏入詩壇已逾半世紀，詩創作多達十餘冊，然而在詩選

集中卻屢次缺席。林泠，早慧的詩人，詩壇的地位不因創作量寡而動搖，雖然因

為長年久居美國，一度在年度詩選集中失去身影，但是創作量增加後，開始成為

                                                
2
 林于弘〈神殿的起造與傾頹──從年度詩選看八○年代前期的新詩版圖爭罷〉《台灣詩學季刊》

第卅四期 2001 年 3 月 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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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詩選集的常客。而敻虹，雖是五十年代末期崛起詩壇，但是詩的音樂性、意

象鮮明，詩思巧轉妙造，常與予人驚喜的觸動。因而敻虹的詩創作一直備受詩選

評審委員的青睞，敻虹由年少成名，在詩壇投入一股清新巧思後，其詩作常是年

度詩選的座上賓，蟬聯數年。但當敻虹八十五年起較受一般普羅大眾所接受的情

詩創作明顯銳減，且開始虔誠禮佛並為佛教界引入佛教現代詩，不再和俗世糾纏

的敻虹開始淡出年度詩選。雖然偶現詩蹤，但畢竟是以佛法為主軸的佛教現代詩。

可是，不可諱言的，敻虹曾引起的迴響並未散去。 

夐虹對後輩女性詩人的影響深遠 

張默說：「而今天在詩壇活躍的女詩人，筆者（張默）膽敢預言，她們大概很

少未曾涉獵敻虹、林泠的詩
3
。」此言可知，夐虹等對七、八十年代的女性詩人的

影響有多深遠。因為涉獵前人的作品，不免不自主地影響其創作的風格，如鍾玲

在《現代中國繆司》中屢次提及：「（葉翠蘋）1985 年後，詩風轉為平實，語言淺

白精鍊如夐虹後期的詩」、「她（王鎧珠）的詩呈現典型的婉約風格，多用典雅的

自然意象，採用第一人稱的傾訴語調。有些詩呼應夐虹早期詩作中的小兒女心境。」

「（曾淑美）有不少情詩承繼台灣女詩人婉約癡情的傳統，……她的詩採用癡情纏

綿的語調，近似夐虹和席慕蓉的詩。」、「（馮青）不少早期詩作表現了典型的少女

情懷、水仙子心態及傳統的婉約風格。然而在此範疇中，敻虹、林泠、翔翎已有

典範之作，馮青只可說是承繼了這個傳統。」……與此相關的評論頗多，故可佐

證敻虹對七、八十年代女性詩人的影響。 

綜合上述所論，最後以鍾玲所說：「縱觀台灣女詩人，將來有許多人也許只留

下一個名字及幾首詩，但實質成就質地可作金玉聲的人也不在少數。例如語調輕

柔、文字優美的林泠，意象清麗、富女性感性的敻虹……等等。」因此，希望藉

由本篇論文回歸到作品本身，希望透過細讀與整理歸納的功夫，試著貼近詩人的

心靈，並藉此發掘坊間評論者所未見處，將夐虹的詩作中最纖細之處加以呈現，

以突顯夐虹詩作的真正價值。 

 

 

 

 

                                                
3
 張默〈處處在在，化為微波──敻虹的詩生活〉《夢從樺樹上跌下來》頁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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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一、研究範圍 

研究範圍將以夐虹生平創作年代區分，並鎖定在夐虹五十至八十年代的作品

上，論述的重心為其前期的五、六十年代至後期的七、八十年代，兼及情詩與鄉

土詩。至於夐虹八十年代起所開展的童詩與佛教詩部份，礙於篇幅將不在此論文

中探索。 

本論文除了觸及一九五四年代起，詩社林立、詩刊蓬勃發展的時代氛圍與詩

壇概況外，欲由藍星詩社的成立、藍星詩社的風格與貢獻、敻虹與藍星詩社的關

係著手，再配合敻虹的詩風分期，將五、六十年代敻虹的詩藝，歸納出詩人前期

作品的藝術特色。 

接續著敻虹前期風格，轉而探討敻虹詩風的轉變，尤其七十年代後，敻虹詩

風趨於寫實及理性，除了題材拓寬外，文字風格力求淺白，意象也趨於精簡。其

詩風的改變應與詩人的生命歷程有莫大關聯，將以詩人生命中的重要人物往來變

遷以探索詩人內心的變化，如何由兒女私情轉對鄉土的熱愛、對本土的關懷，並

進而創作大量的鄉土詩作，如〈台東大橋〉、〈又歌東部〉、〈卑南溪〉……等一系

列波瀾壯闊的詩篇。 

雖然八、九十年代社會對追求本土兒童讀物的呼聲已然出現，兒童教育的受

到重視，兒童教育的相關研究、兒童讀物的大量出現，甚至三民書局請十多位著

名現代詩人
4
為兒童撰寫兒童詩，以〈小詩人系列〉的方式出版大量詩人的童詩作

品，由此可見當年出版界對兒童讀物的用心。在這個重視兒童文物的時代氛圍下，

加之女兒南妤的緣故，促使敻虹開始大量創作童詩，直到《稻草人》的結集成冊，

作品亦頗為可觀，但是，雖然其中的相關變化也頗值得探究，然而礙於篇幅並不

在此論文中探索，而將另待高明。 

此外，敻虹佛教思維融入詩句中的傾向，在前期的創作中屢屢可見，唯其當

下是否因為出生佛教家庭，故於潛意識中隱然浮現？或有意為之？或純為文學技

巧的使用？依據敻虹說法，其「在大學時期的作品中，就有禮讚佛陀、嚮往如來

境界的詩句出現，我想，這與環境有絕大關連」
5
。但是，敻虹幼兒早夭、慈母離

世，對她人生的衝擊、創作的改變應有一定的影響力，誠如余光中所言
6
，或許這

                                                
4
  參與三民書局〈小詩人系列〉之著名詩人有：葉維簾、向明、敻虹、陳黎、蘇紹連、白靈、張

默、向陽、陳義芝、朵思、汪啟疆、林煥彰、蕭蕭、尹玲、顏艾琳……等。 
5
 滿光‧潘煊〈當法音流入詩的礦層—訪女詩人敻虹〉《普門雜誌》第 209 期民國 86 年 2 月頁 26 

6
 余光中〈穿過一叢珊瑚礁—我看敻虹的詩〉敻虹《紅珊瑚》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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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她會開始積極並有意為之宗教詩的重要關鍵。但是，敻虹由《紅珊瑚》、《愛結》

中逐漸浮現的宗教情懷，甚至創作許多禮讚詩篇，直到《向寧靜的心河出航》、《觀

音菩薩摩訶薩》等結集成冊，受五戒，且大量為《普門》雜誌寫佛教詩等作為，

此時期的敻虹可謂已逐漸淡出詩壇。 

雖然余光中曾論及敻虹的頌佛詩：「妙用佛語，巧探禪境，短句起伏，如漾漣

漪，可謂在周夢蝶之外另闢一勝境。」，但是，不論敻虹是否如同瘂弦所擔心的─

─能否「在桂葉與菩提之間往來自如
7
」。也不論敻虹的宗教詩與周夢蝶所呈現的豁

達與情思有所不同，雖然在佛教詩的領域中，敻虹所開啟「佛教現代詩」的成就

頗值得探討，但現今已有台南大學黃如瑩的碩論，且囿於篇幅有限的情況下，針

對佛教現代詩的相關探討亦將不再多所著墨。 

綜合上述所言，將以夐虹創作年代區分，論述的重心將鎖定在其前期的五、

六十年代至後期的七、八十年代，兼及情詩、鄉土詩。由於敻虹受戒後，創作量

曾一度明顯降低，民國八十六年後在報章雜誌上甚少發表詩作，大抵只能於《普

門雜誌》或是《藍星詩學》、《聯合副刊》中發現零星散見的作品。雖然，近年於

《聯合副刊》刊開始發表一系列創作，但是礙於時間劃分，故予以割捨。因此，

九十年代以後的作品與其童詩、佛教詩方面的成就，本文將不再進一步探討。 

二、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上，先由散逸的史料加以蒐集，因為夐虹與藍星詩社的關係淵源頗

深，故就早期由覃子豪、余光中所主編的《公論報》內的《藍星詩刊》第一期（民

國 43 年 6 月 17 日）加以著手蒐羅，至民國 46 年 12 月 31 日敻虹第一次發表在《藍

星詩刊》第 180 期的〈金色洋中〉……等，目前已然將《藍星詩刊》共計 211 期

蒐羅完成。另業已蒐集由民國 50 年 6 月起為期四期的《藍星》、民國 63 年 12 月

創刊的新《藍星季刊》復刊號共計 12 期，及民國 73 年 10 月起出刊共計 32 期的

《藍星詩刊》、民國 88 年 3 月起創刊至目今出版至第 24 期已傳出停刊消息的《淡

藍為美：藍星詩學》，且根據各雜誌資料將敻虹散逸至《文星雜誌》、《中外文學》、

《筆匯月刊》、《現代文學》、《現代詩雜誌》、《創世紀雜誌》、《秋水詩刊》、《普門

雜誌》、《兒童的雜誌》、《聯合報》、《中國時報》……等未收錄作品集的創作一律

蒐集彙整，再將各出版社的年度詩選、各類詩選集散逸作品整理歸類，並依據各

刊物採訪資料或由詩人動態訊息、各詩雜誌詩訊、詩人回憶的生活點滴等細微資

料整理出敻虹生平，並歸納整理為敻虹年表，再根據年表，針對夐虹創作過程加

以分析，以期能更清楚的歸納出夐虹創作的重要分期，並研讀敻虹相關詩作，以

釐清其詩藝的發展脈絡。 

                                                
7
 瘂弦〈河的兩岸—敻虹詩小記〉《愛結》敻虹著 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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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輔以爾雅將近十年的年度詩選、及較具史料價值的時代詩人選集、評

論集，如張默《剪成碧玉葉層層》、楊牧、鄭樹森編《現代中國詩選》、瘂弦主編

《天下詩選 1923~1999》、鍾玲《現代中國繆司：台灣女詩人作品析論》、李元貞

《紅得發紫─台灣現代女性詩選》、仇小屏《世紀新詩選讀》及十大詩人票選8中

女性詩人所得票數……等彙編並篩選出較具影響性的女詩人（〈附錄一〉重要時代

女詩人詩選集彙編、〈附錄二〉爾雅版年度詩選彙編），分析同樣在五十年代崛起

的女詩人，在時代潮流的轉變下，殘存幾位女詩人，以突顯出夐虹的詩藝對台灣

詩壇的影響性，與其在台灣詩壇中的歷史地位與價值。 

本文也將參酌當代學者對現代詩詩壇與女性詩人相關之研究與評價。如余光

中、楊牧、瘂弦等相關散論及學者翁文嫻、李癸雲、鄭慧如、陳義芝、林淇漾、

孟樊等專著或散論，亦參酌碩博士論文等相關研究以進一步彰顯敻虹在現代詩史

中的歷史定位。 

第三節   文獻探討 

臺灣近年來在學術界中，臺灣文學研究已成為顯學的情況下，針對新詩部分

所做的研究，除了單篇期刊論文為數較多外，在學術論文、碩博士論文方面尚屬

貧乏。遑論女性詩人的研究，更是寥寥可數。依據「國家圖書館全球資訊網—全

國博碩士論文資料網」搜尋整理而得，研究女性詩人之學術論文約佔十一篇。其

中單人研究唯有蓉子、杜潘芳格、夏宇、陳玉玲、朵思、陳秀喜、尹玲等七人。 

在前行代女詩人中，最常為人所提及的女性詩人為蓉子、林泠與敻虹。敻虹

的詩藝部分以金蛹時期的抒情詩最為人所稱揚，在當年詩壇中，足以抗衡的女詩

人首推林泠與蓉子。然而當時三人的詩壇地位雖然在伯仲之間，但是風格上卻有

其相異性。蓉子不常處理情詩，林泠的情詩偏向理性思維，而敻虹對情詩的詮釋

則偏向浪漫、多情，亦有其佛性的意味、意趣。剛性美的蓉子、柔情美的敻虹、

理性美的林泠，皆有其特殊的生命情調和生命型式。 

但是，蓉子已有相關專業人士為其書寫研究專論，甚至在民國九十年已有研

究生研究她的詩作9。林泠因為作品為高中教材所採用，其知名度亦為人所知曉。

唯獨敻虹，一生以寫詩為志業，從不輟筆的敻虹卻罕為人知。只要提及台灣現代

詩壇中的女性詩人絕不會被遺忘的敻虹，卻相當諷刺的在一般大眾眼中是個陌生

                                                
8
 楊宗翰〈曖昧流動，緩慢交替──「台灣當代十大詩人之剖析」〉《當代詩學》年刊第二期 2006

年 9 月 
9
 如蕭蕭主編《永遠的青鳥》、周偉民、唐玲玲主編《羅門‧蓉子文學世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余光中、鍾玲、張健、林綠等人合著的《蓉子論》、周偉民、唐玲玲合著《日月的雙軌——羅門‧

蓉子創作世界評介》……等相關研究著作及夏聖芳《蓉子詩研究》南華 91 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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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名。且書籍中對她的評價幾乎拘泥在余光中曾提及的「繆思最鍾愛的女兒」

上（應是瘂弦說的10），對她的形容永遠侷限在溫柔婉約的形象上，對於她的佛教

詩、兒童詩、甚至對家鄉的關懷上，多所忽略。 

近年來透過李元貞、鍾玲、洪淑玲……等詩評家11為敻虹的詩風多所著墨，然

而多為泛論，仍缺乏完整而深入性的探討。故欲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將史料加

以收集與整理，雖然散佚的資料蒐羅匪易，但是，勢在必行。期由外緣考察敻虹

生平事蹟與創作間的互動關聯，並重新釐析其創作歷程的重要分期，並針對詩作

加以賞析，以歸納其藝術技巧。 

在眾多談論女詩人的詩評家中，身兼學者與詩人身分的鍾玲首開風氣之先，

將台灣女詩人以《現代中國繆司》一書作出宏觀的研究，她以文學史的研究法分

析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女詩人的詩作，並認為女詩人繼承中國傳統文學中婉約的

抒情傳統，以此奠定台灣女性詩學的基礎。而後於〈詩的荒野地帶〉、〈台灣女詩

人作品中的女性主義，1986-1992〉中援引蕭華特〈荒野中的女性批評〉的觀點，

從身體、生理因素的反思，以及父權壓迫的語言、傳統心理分析與女性同性情誼

的探討，以呈現女詩人作品中的自覺。而〈試探女性文體與文化傳統的關係：兼

論台灣與美國女詩人作品的比較〉12則從文學傳統、神話、生理因素來比較，察覺

女作家偏好以童／神話的某些情節，表現當前的處境，以及女性生理上的不安恐

懼、與生俱來的敏銳傷害為台灣某些女詩人作品中的共相。 

研究台灣現代女詩人多年且成績燦然的李元貞除了《女人詩眼》詩集中兼少

許評論外，將歷年的單篇論文集結成《女性詩學──台灣現代女詩人集體研究

（1951-2000）》一書，為其研究成果具有里程碑的意義。第一章〈臺灣現代女詩

人的自我觀〉，將女詩人的自我認同概分為三種類型：擁抱愛情、承擔母性、主體

的掙扎，並肯定女詩人以詩裸裎如被白雪覆蓋許久的女性現狀態。〈為誰寫詩？─

─論台灣現代女詩人詩中的女性身份〉則指出「女性身份」的政治性意義，目的

在於改變父權社會的認知結構。而在〈台灣現代女詩人的詩壇顯影〉除了鉅細靡

遺介紹三十七位女詩人崛起詩壇的過程，並試圖為她們在歷史中定位。並且批評

由男性主導的詩壇，對女詩人的評語多流於性別化的偏見，如「以性別化諛詞或

                                                
10

 語出瘂弦《六十年代詩選》，高雄大業版 1961 年出版 頁 184「敻虹未來的世界是遼闊的，由於

她燦爛的詩才，我們深信她必能成為繆司最鍾愛的女兒。」，而非 1996 年出版的《紅珊瑚》中余

光中的序言。 
11

 如李元貞《女性詩學─臺灣現代女詩人集體研究》、鍾玲《現代中國謬司》及洪淑苓〈詩心、佛

心、童心—論敻虹創作歷程及其美學風格〉……等。 
12

 實際上這種詩法【意象並列模式】在中國古典詩詞中是一種淵遠流長、常用的模式。台灣詩人

只要多少熟悉古典詩詞，他們便能不待思考而運用這種模式。因此，不僅女詩人如林泠、敻虹、

藍菱、羅英、劉延湘、馮青、蘇白宇、葉翠蘋等大量使用，舉凡重要男詩人如洛夫、葉維廉、余

光中、鄭愁予、楊牧、瘂弦、周夢蝶、商禽等，莫不採用。很難說男女詩人哪一邊用得更為頻繁。

頁 201─《當代台灣文學評論大系（4）新詩批評卷》孟樊主編  正中書局 民國 82 年 5 月臺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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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形象讚美女詩人」與「以理論大包或語言的瑣碎分析簡化作品的含意」將其

中隱含的意涵加以剖析。〈台灣現代女詩人作品中「身體」與「情慾」想像〉則論

述女詩人建構另類的身體情慾想像，有反抗體制的嘲諷，亦有情慾交歡的歡愉，

進而對自己的身體抱持著肯定的態度。此書的出版，亦提供研究女性詩學者一個

新的研究面向。 

孟樊所著《當代台灣新詩理論》〈女性主義詩學〉一章，分別以「性政治詩學」、

「陽具批評」以及「女性閱讀及女性中心」的批評來討論。主要自詩選的編纂與

現代詩史的詮釋二方面來觀察台灣詩壇的性別政治，對於「陽具中心」瀰漫批評

界予以直接抨擊，藉此呼籲女詩人的作品應以依據感情和關懷的語言來書寫，依

此建構屬於女性詩學。並期待女性主義的批評不單指向文學層面，而應以改造婦

女的社會地位為意識形態依歸。 

陳義芝以《從半裸到全開──台灣戰後世代女詩人的性別意識》一書分析台

灣女詩人作品中的性別意識，收錄〈台灣戰後世代女詩人的情慾表現〉、〈台灣戰

後世代女詩人的兩性觀〉等多篇論文，多以心理分析學的角度剖析女詩人追尋自

我、情慾表現、服裝心理、旅行文學等層面，高度肯定女詩人於詩領域的成就。

而後又提出〈台灣女性詩學的建立〉13一文，企圖建立女性詩學的社會意義與女性

身份。 

至於研究所投入的女性詩人相關研究中，目前有一篇博士論文，兩篇碩士論

文。博士論文為李癸雲撰寫之《朦朧、清明與流動──論台灣現代女詩人作品中

的女性主體》，研究課題涵括婦女在詩中的形象、女性詩人創作的表現形式與語言

實踐，與女詩人在作品中的主體位置和自我省思。另外，論文中以克莉絲多娃在

〈婦女的時間〉一文中所提出的「女性主義發展三階段」（一、爭取與男性相同的

地位，要求享有均等的權利；二、強調女性相對於男性的差別，拒絕接受男性的

語言秩序；三、反對男女性別二分的對立，強調婦女本身的獨特與超越，以及女

性的多重特質）做為論文開展的架構，並依台灣女詩人的作品表現略作修訂。 

劉維瑛的碩士論文──《八○年代以降台灣女詩人的書寫策略》，文中除了述

及當前各家女性詩學的特色和八十年代以降的現代詩風潮，主力放在女詩人的三

種書寫策略：從生活出發，包括「旅行心理的描寫、平凡瑣事的關注、環境生態

的體察」；抵抗父權的戰爭，包括「童／神話的崩落、母職實踐的顛覆、邊緣處境

的觀照、翻動歷史的鍋鏟」；開展自我的過程，包括「身體情慾的召喚、雌雄同體

的生命模式、嬉遊，一種美德」。關心的課題涵蓋了女性、婚姻、家庭、職業、生

態、原住民、語言書寫、情慾與生命等方面。 

                                                
13

 《中外文學》第 28 卷第 4 期，1999 年 9 月，頁 8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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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惠萱《台灣現代女詩人作品主題研究》的碩士論文則以 1949 年以後出現的

台灣現代女詩人為主，收錄範圍參考李元貞《紅得發紫──台灣現代女詩詩選》

中所劃分四世代的人物，並收錄陳玉玲《月亮的河流》、林怡翠《被月光抓傷的背》

與林婉瑜《索愛練習》，其中還包括具華僑身份的女詩人朵思、淡瑩、翔翎等，及

其他尚未集結成冊，而詩作多出現於各詩選集、合集與詩刊中的女詩人，如劉毓

秀、蕭秀芳、萬志為、李癸雲、何雅雯、林思涵、黃靖雅、潘寧馨等人。另外，

新興的網路文學裡的網路女詩人作品亦在研究之列。研究方法則以女詩人的文本

為詮釋、析論的核心，輔以心理學理論與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中西蘇、伊蕊格萊等

觀點作一印證，著眼點在女詩人作品中所呈現出社會結構下普遍存在的女性經

驗，並依此與父權體制的壓迫做一對話，以及對於同一主題中，個別女詩人不同

層次的呈現，企圖對女詩人的書寫主題做一整體勾勒，以窺其堂奧。 

最後以夐虹為其研究材料的碩士論文──黃如瑩《臺灣現代詩與佛——以周

夢蝶、敻虹、蕭蕭為線索之考察》。此論文旨在探討臺灣現代詩與佛的關係，全文

以周夢蝶、敻虹、蕭蕭三人為線索加以考察，依循文獻及原典資料中的脈絡，探

悉詩人佛教思想的背景，並對詩人「以佛入詩」的詩作，加以系統化的整理。研

究者在第三章──「敻虹的詩與佛」中，理出詩人禮佛的歷程，並將其作品分為

「頌佛詩」和「以佛入詩」兩大類型；其中「頌佛詩」包括讚詩和頌歌，「以佛入

詩」又包括以佛語入詩、以佛典入詩、以佛理入詩和以佛境入詩。而敻虹學佛，

不但以佛入詩，更研創「佛教現代詩」，研究者總結夐虹將佛學經典重構，並著重

佛理的詮釋，對臺灣現代詩及佛教的貢獻良多。 

第四節   各章研究提要 

第一章  緒論 

本章為緒論，闡明本論文之研究主題，並說明研究動機、方法、範圍等，同

時審視歷年來相關研究資料之探討，並在此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本文欲釐清

的目標與方向。 

第二章  前行代女詩人的崛起：以敻虹與當代女詩人為探討對象 

本章將整合當代社會背景因素，依據經濟、文化、教育層面的變化所提供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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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行代女詩人從事新詩創作的養分與園地。例如：在當代詩壇上，在詩刊出版、

編輯詩集、詩選集和詩評上，多以男性詩人擔綱。因此鍾玲、李元貞等學者皆認

為 1949 年以後台灣女詩人的湧現，除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外，就是男性詩人有意的

提攜之功。 

此外，當時詩刊、文藝刊物、報紙副刊的文學傳播模式，也是造就女性詩人

得以崛起詩壇的原因，因為絕大多數的女性詩人都是經由投稿報刊、詩刊或參加

詩社、文藝營，然後出版詩集，被選入詩選集或是得獎等方式進入詩壇，而敻虹

的崛起與出道的契機和蓉子相似，皆是年幼時創作詩作，長大不復保留，成長後

將詩作投稿詩刊，本不預期見報，卻意外的獲得賞識，蓉子於《新詩週刊》初試

啼聲，敻虹則是透過《藍星詩刊》正式登上新詩舞台，此後她的詩作即時常出現

在余光中所編的詩刊如《文學雜誌》和《文星》詩頁之上。 

林泠則是在 1952 年發表詩作於《野風》，並結識紀弦等現代派詩人。1956 年，

紀弦正式宣告「現代派」成立時，林泠名列九人籌備委員之一。張香華在十九歲

（1958）即投詩於《文星》雜誌。朵思在 1955 年發表第一篇詩作於《野風》，胡

品清於 1962 年自法返國，寫詩、散文和翻譯，詩作投稿報紙外，亦投稿在 1962

年創刊的《葡萄園》詩刊與 1957 年創刊的《文星》雜誌。席慕蓉，以畫家崛起詩

壇，未參加詩社，直接投稿《聯合》與《中時》兩大報副刊而受矚目。因此，當

時詩刊、文藝刊物、報紙副刊的文學傳播模式，也是造就女性詩人得以崛起詩壇

的原因。 

年度詩選、詩選集的推波助瀾亦是許多女詩人得以立足詩壇的原因。如敻虹

和林泠在詩壇立足，許多詩評家皆認為與國民黨遷台後臺灣第一本現代詩人作品

選集──《六十年代詩選》被選上有關，尤其她們乃是廿六位作家中僅有的兩位

女性詩人，其備受矚目的影響可見一斑。 

另外，詩人的第一本詩集多為自費出版詩集的特殊現象亦是值得探究的所

在。如蓉子、敻虹、朵思……等詩人第一本詩集大抵自費出版。1996 年《文訊》

──「五十年來臺灣文學，面對臺灣文學座談會」上，張默尚且根據此種現象發

表〈新詩集自費出版的研究──1949-1995〉，將由此觀察當代出版狀況與女性詩

人對詩創作的執著與出資出版的艱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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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敻虹與藍星詩社 

身為台灣三大詩社──藍星詩社的一員，在許多與台灣詩社史、台灣詩史相

關的文獻資料中，只要提及藍星詩社，未有不將敻虹名列其上的。敻虹與藍星詩

社的關聯，雖然《新詩週刊》時期未能躬逢其盛，但轉型為《藍星週刊》後，敻

虹將大量創作投稿至《藍星週刊》，在此因緣際會下，敻虹與藍星之間結下詩社情

緣。由《藍星週刊》第 180 期起連續至第 211 期結束，敻虹將大量創作投遞至此，

並受到余光中、黃用等人的提攜，正式成為藍星詩社社員。在藍星詩社創辦與延

續過程中，敻虹非單純社員之一，在詩社實務上，當余光中、夏菁等人相繼出國

之際，她曾與向明合作參與《藍星詩刊》編纂事務，《藍星詩刊》新八至十號都是

兩人所主編而出刊，且在《藍星詩刊》的社務推動上，屢見敻虹的身影，直至現

今都可在《藍星詩學》中見其創作，故可見敻虹與藍星詩社的關係匪淺。本章將

論述藍星詩社的成立經過與內部糾葛，並歸納出藍星詩社的風格與重要貢獻，再

將敻虹與藍星詩社的情緣，透過敻虹的生平創作脈絡進行探索。 

第四章  五、六十年代敻虹的詩藝 

崛起於一九五○年代的敻虹，正處於台灣現代詩運動風起雲湧的時代。尤其

在詩社、詩人們，試圖藉由西方的現代主義摸索出屬於自己的路，一方面汲取西

洋現代文學理論與譯介作品中的菁華，一方面嘗試各式新風格、新形式的實驗作

品的時代氛圍下。余光中在《掌上雨》中「主張擴大現代詩的領域，採取廣義的

現代主義」，且提出「現代詩可以調和口語、文言，和歐化各種語法，且認為必要

時可以恢復腳韻。」因此，與藍星詩社關係密切，且受余光中提攜的敻虹即在此

情境下創造出文字高度提煉、注重內心感受與意象的營造，並掌握現代詩節奏的

詩作。 

前期詩作以抒情婉約見長的夐虹，曾被瘂弦譽為「繆思最鍾愛的女兒」，余光

中說她本質上是「浪漫為體象徵為用的新古典中堅分子。」這樣的讚語，大約已

可點出她的詩作「意象輕巧，意蘊漫遠」的特色了。 

夐虹擅於抒寫感情，以精緻而細膩的情思，用清麗自然的文字，表現出婉轉

的詩意，她對色彩與形狀的感覺特別敏銳，也頗能掌握與捕捉瞬息即逝的情緒，

又善於經營意象，在詩的創作中隱含著一種難以言說的華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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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敻虹的詩作多以寫「情」為主，前期的《金蛹》，百分之九十以上

都是情詩，描寫抒發戀愛時的悲歡離合，充滿了少女的純情與憧憬；到了「白色

的歌」時期，詩的內容改變了，但主題仍是「情」：或是子女對父母的、或是父母

對子女的；然後從此一基礎上出發，開始描寫她對故鄉的情感。因此，論敻虹的

詩，往往會讓人感到作品背後的自傳性，興起了一探詩人身世的念頭。但是，敻

虹的詩，自傳性雖濃，但卻未濃到要靠註解方能完全理解的地步。這要歸功於她

能妥善處理個人經驗，化特殊為普遍，使讀者能融入其詩境之中而引起共鳴，並

達到藝術經驗的層次。 

第五章  七、八十年代敻虹的詩藝 

隨著生命歷程的變化，詩風以婉約見長的敻虹，於七、八十年代起，除了對

母親的懷憶外，也寫了不少歌詠故鄉──台東的詩篇，如〈台東大橋〉、〈又歌東

部〉……等，隱含著她對台東的眷愛，也形成氣勢壯闊的詩篇。由此時期起，夐

虹的詩語言轉為樸實淺白，意象精簡。詩風轉趨於寫實及理性，題材也拓寬了，

除了前期溫婉的情感，還包括鄉土情懷、家庭溫情、時光傷逝以及佛家哲理……

等。因此，形成有別於前期風格的悲憫關懷或具有禪意與豁達心境的後期作品，

在詩的領域裡創作不少值得探究的永恆詩篇。 

第六章  結論 

敻虹崛起於台灣詩壇現代詩運動的全盛時期。歷經了現代主義在台灣的奠基

與茁壯、寫實主義的嶄露頭角、後現代主義的來勢洶洶。在此歷史脈絡下，希望

依據本文的論述，能將敻虹一生努力的詩創作，依時代氛圍及其詩風的轉變，詩

作的藝術性、對詩壇的影響性做一全面性的觀照。並期望能為敻虹的詩藝在台灣

詩壇上尋找出她的歷史地位。亦期盼能拋磚引玉，以引起其他有志台灣詩壇現狀

的研究者一起加入探索台灣女詩人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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