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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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前行代女詩人裡，一種清亮、激越、尖拔的女高音，敻虹的聲音無疑是那其

中獨特的高音。她的詩意象玄奇，色彩繽紛、充滿私密的色彩足以引人目光。情

感的流轉，婉約中卻不失自信，意象的經營完整飽滿，她充分運用色彩，將少女

對愛情的渴盼、對生命如夢似幻的愛戀，捕捉每一瞬間的悸動，透過詩的節奏將

詩流洩如一首歌。她成名甚早，她的詩藝使她在《六十年代詩選》中成為詩齡與

實際年齡都是最年輕的女詩人，更是獲選中僅有的兩名女性女詩人之一。對於她

的崛起，與當代女詩人何以能在五、六○年代逐漸嶄露鋒芒，除了詩藝高下之外，

還有何種背景因素促使女詩人的產生？眾多學者大抵認為男性詩人的提攜發揮相

當大的力量，因為依據詩壇人數比例而言，男性詩人在詩壇上屬於大宗，且掌握

有詩選、詩刊主編、詩社社長等權力的主要者，尤其在出版業不甚發達的當年，

男性詩人藉由主編的權力結構，握有稿件的生死權柄。對於將投稿的詩作是否如

數刊載，或是給予高度評價，抑或將詩作安置在明顯的版面上，對詩人的影響性

都不可小覷。所以，當年的女性詩人多寫抒情、婉約的詩作，符合當時的主流價

值，因此備受男性詩人的重視，加上相對於文壇中女性作家蓬勃的的盛況，前行

代的女詩人卻屈指可數，如蓉子、林泠、敻虹……等人，如何使女詩人如文壇女

作家風起雲湧，也是當代男詩人所欲達成的使命。反觀近代女性詩人和前行代女

性詩人最大的不同點在於女詩人們的湧現，前行代女詩人雖不得不依附在男性詩

人的羽翼下成長茁壯，但是她們的詩作得到莫大的空間可以發揮。反之，近代女

性詩人以充滿女性主義思想的作品，要在男性詩人眾多的詩壇中佔有一席之地，

要在這樣的空間中發聲，除了以詩刊、報刊雜誌投稿等傳統方式為自己取得發展

的空間外，積極參加文藝營、各種新詩獎競逐，成名後，舉凡詩歌節活動，文學

講座，都是讓自身的聲名能更緊密的貼近媒體與閱聽大眾。尤其自身的詩集在出

版品氾濫的現今社會中，如何不被其他出版品所淹沒的方法之一，即是待詩作結

集成書，再由成名男性詩人給予序言推許，使其詩集容易得到較多關注的目光。

再多的方式都只是為了如何共同啃食新詩這塊小眾市場，如何保有自身不被洪流

所淹沒，這些都是女詩人們崛起後所要面臨的嚴峻考驗。 

第一節  社會背景因素──以經濟、文化、教育著手 

出生於五○年代的敻虹，正值國民政府接管台灣，隨即國民政府亦將政經重

心遷往台灣，戒嚴時期開始，美國對台灣提供經濟援助，在五○年代台灣仍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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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的情況下，美援發揮了舉足輕重的影響。在文化方面，五○年代也是女性作

家極為活躍的時代，因為隨國民政府來臺的大陸移民當中，女性作家所佔的比例

不少，且不少具有高等學歷，加上當時急需中文人力資源，以便推行「國語政策」，

將文學視為政治活動的重要環節，大力培育與推廣反共文學作品。因此無形中賦

予這群大陸女性作家的寫作空間，這樣的寫作生態竟意外地打開了台灣文壇一向

為男性主宰的瓶頸。這群戰後初期台灣移民潮中的大陸女性作家對台灣女性書寫

空間的擴展，扮演著相當關鍵性的角色。這批活躍於當時台灣文壇的女作家不僅

具有相當的教育水準，而且其經歷亦以打破傳統女性的侷限，許多從事文教領域

的高階工作。她們憑藉著受過五四運動的洗禮，以洗鍊的語言優勢，在文壇上相

繼崛起，其中以主編《聯合報》副刊的林海音、《自由中國》文藝欄的聶華苓、《中

央日報》婦女版的武月卿等人，她們除了本身創作之外，亦利用主編刊物的優勢，

號召一群優秀的女性作家加入寫作的行列，如：琦君、孟瑤、張秀亞、謝冰瑩、

徐鍾珮、艾雯、蓉子、劉枋、郭良蕙、嚴友梅、鍾梅音……等。這群女作家在思

考和創作格局等層面都對台灣女性寫作空間有正面的貢獻，因為她們「這一波風

潮無形中開拓了威權體制下的女性書寫空間
14
。」這群大陸來臺女作家的介入，的

確在無形中開拓了台灣女性作家創作的空間，其所產生的正面影響力自然不容小

覷。所以邱貴芬判斷：「日後女性作家成為台灣文學不可忽視的實力，或可溯源於

此15。」 

但是，這群女作家所創作的以散文的質量最高。不過，她們也激起了其他的

女性作家勇於以不同的文類書寫屬於女性的文學書寫空間。所以，蓉子不但在此

行列之內，她也進入新詩的領域。她於民國四十年十一月藉由《新詩週刊》第四

期發表成名代表作〈為什麼向我索取形象〉，開始進軍詩壇。而敻虹也於四十六年

十二月底以〈金色洋中〉發表在《藍星週刊》中，正式與讀者見面。 

社經地位及教育水準的提升 

「到了一九五○年代，新詩的形式大致已建立，其文學地位也受相當的肯定，

作為詩人固然也要有相當的自我意識及使命感，但不若五四時期之甚。加上台灣

女詩人的社會經濟地位及教育水準皆已提升，故她們加入詩壇陣容是很自然的

事，此外她們有古典的楷範，可以由婉約的風格著手，因此五十年代蓉子、林泠、

敻虹的崛起，可說是應運而生
16
。」 

依社會背景而言，以張默《剪成碧玉葉層層》觀之，其選錄廿六家女詩人之

                                                
14

 應鳳凰〈國民黨政府遷台初期的台灣文壇〉《台灣文學百年顯影》頁 165~166 
15

 邱貴芬〈從戰後初期女作家的創作談台灣文學史的敘述〉《中外文學》第 29 卷‧第 2 期 2000 年

7 月 頁 326 
16

 鍾玲〈導言〉《現代中國繆思──台灣女詩人作品析論》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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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即有十八位具有大學以上的高學歷，其中不乏碩、博士學位，如果包含大專

文憑則幾近囊括所有的詩家。如：林泠、胡品清、敻虹、藍菱……等人。且有些

身為大學教授、國小主任、國中教師、詩社社長、翻譯家、副刊主編……等，都

是社會經濟地位高且教育水準整齊的女性。除卻大陸來臺女性作家外，仍不乏在

臺灣土生土長且社會經濟地位高的女詩人，可見當年教育開始普及化，使得具高

學歷的女性願意在文學領域尋求適合抒發個人情懷的管道，雖然余光中認為：「女

作家在台灣文壇上，表現最出色的文類仍在散文與小說17。」，但是確實有女性選

擇新詩這塊園地當做舞台，雖然也有中途轉換跑道的，如朱陵（袁瓊瓊）在小說

界找到一片天，張秀亞在散文與詩的領域皆有其讀者群，且散文更有得獎的肯定。

但也有從散文、翻譯到新詩，創作量皆可觀者，如已故的胡品清。所以女性提筆

寫文章即變成自然而然之事。加上投稿管道通暢，筆名多樣化，只要想要投遞文

章，多的是可供投稿的園地，所以女性詩人崛起的機會大增，實在是社會趨勢使

然。如敻虹，出道時雖然只有高中學歷，但是一路升學，輾轉大學、碩士、出國，

最終取得博士學位，且涵蓋範圍多元，不但大學主修美術，研究所鑽研佛學，畢

業後曾從事室內設計、且教學生涯閱歷豐富，舉凡中學、高中、大學無不有她的

學生，甚至遠渡美國西來大學擔任宗教學副教授，詩作中易見人生的足跡的敻虹，

這番人生歷練相信對她的詩風具有一定的影響力。這一路走來，敻虹沒有停止創

作，詩是她一生最執著的書寫方式。她將生命中的每一刻轉換成不同的詩風，有

青春期的少女浪漫清麗，有中年時期對家庭與子女的眷顧，也有對家鄉的眷戀，

更有後期對宗教的崇敬之情。所以，敻虹──「立志做一輩子的詩人」，她選擇新

詩做為生命最佳的抒懷方式。 

詩人的養成與時代因素 

「五、六十年代出現的詩人，他們的少年與青年時代，在戎馬倥傯裡度過，

他們的中學教育是在戰亂中匆促完成，但是他們具有豐富的生活經驗，更深刻的

說，那是豐富的生命的體驗，因此，他們更應該是清醒的，對於生命的本質的體

認，應該較諸任何時代的詩人要具有更深切的「能見度」，同時，也因為他們經過

戰火的洗禮，生命的韌度要比任何人堅強，從被破壞的秩序裡建造出自己的秩序，

從被壓擠的縫隙裡發出自己的聲音，許多比胡適時代更具「嘗試」性的詩技巧也

在這個時候完成，這個時代的詩人是這樣蹦出來的
18
。」 

的確，蕭蕭所描述的這時代竄起的詩人正值台灣經濟貧困的時代，在政治上，

戰爭使他們面臨家破人亡、流離失所，甚至流亡的生活，使他們詩作多了一分蒼

涼。這時期的許多詩人是來自於中國大陸，有隨著國民政府播遷來台灣的文化人，

                                                
17

 余光中〈總序〉《中華現代文學大系》頁 9 
18

 蕭蕭〈曠野的沈思──寫給羅門及中年一代的詩友〉《現代詩縱橫觀》頁 163 



 22 

或是軍人因為思鄉、尋根的情思而轉為軍旅詩人。所以他們有深厚的生命體驗，

這是屬於這時代的詩人所特有的，但是在這時期的女詩人有些隨著夫婿來到台

灣，有些因為其他因素跟著國民政府軍來到台灣。「如蓉子因公職奉調來臺北國際

電台籌備處工作、沉思來臺後任職空軍總部通信處、本任教於中國輔仁大學的張

秀亞於一九四八年渡海來臺……等19。」所以，來臺的女性作家中，包括蓉子、林

海音、琦君等人，其創作生涯其實都是由台灣開始，人離開了故鄉，思緒受到觸

發，異鄉的土地，開出寂寞的花朵，滋養著文學的土壤。寂寞、思鄉的情緒啃食

著文人的心，文學創作的生涯由異鄉開始。 

而這些創作在台灣發表的過程，間接也影響了在台灣土生土長的女性，她們

也受到良好的教育，正值青春期的她們，雖不言「為賦新詞強說愁」，但是哪個少

女不懷春？這樣情感的背後，其實潛藏著一個共有的現象，就是每個人心中都住

著一個詩人，這個詩人的心靈促使正值青春期的她們，大量的將詩稿投至報刊雜

誌，如林泠、敻虹、張香華等成名時代甚早，皆於十七、八歲的青春年華已然在

詩壇嶄露頭角。林泠透過《野風》、張香華透過《文星》、敻虹透過《藍星》……

都是當年的社會背景條件已足以讓女性詩人發聲，大陸來臺女作家在前開創道

路，讓其他人依循這條道路前進，使詩壇女性的聲音得以遠颺。但是，大陸來臺

女作家的詩作中，不免帶著異鄉土壤所生長出的寂寞況味，較之林泠的理性、敻

虹的浪漫……這條詩路所發出的聲音是悠揚、悅耳的。 

如蕭蕭所言：「詩人的養成是在個人閱讀詩作的努力上自我塑造
20
。」其實所

有的文學養成都在個人的閱讀上去累積的，為學如金字塔，要博大高深都得依賴

自身的閱讀，尤其新詩這塊領域，詩人們互相觀摩、切磋，才能有所精進。所以，

詩人們也不免互相影響彼此的詩風，如早期黃用、葉珊、敻虹三人曾被評為詩風

相近。其實詩風相近不過與所接觸的層面相似有關。只要多下工夫鑽研詩藝，皆

可創作出屬於自己的獨特風格。 

「縱觀這七十年來，詩人的養成就是靠著這樣的「師徒」式的「私淑」方式，

你接觸到什麼樣的詩，你喜歡什麼樣的詩，你就可能受到這種詩風的影響，往往

執一而為，少有兩可的現象
21
。」 

張默說：「那時候（民國四、五十年代）流行手抄本，據說瘂弦是被讀者手抄

的次數最多的
22
。」因此，傳抄的過程中，即是欣賞、仿傚的階段，藉由這階段再

逐漸發展出自我的風格。而在當年印刷技術還不甚發達的年代，這群大陸來臺的

                                                
19

 余欣娟〈不僅僅是鄉愁──女詩人的「流亡」與「落地生根」〉《台灣詩學》學刊五號 2005 年 6

月 頁 150 
20

 蕭蕭〈曠野的沈思──寫給羅門及中年一代的詩友〉《現代詩縱橫觀》頁 164 
21

 同上註，頁 164 
22

 張默〈現代詩壇鈎沉錄〉〈上〉《文訊》第 25 期民國 75 年 8 月頁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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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作家將作品投稿至有限的刊物上，所引起的風潮也激起其他女詩人的效尤，

因而隨之進入詩壇。待到出版業蓬勃發展的現在，前行代女詩人相對亦影響近代

不少女性詩人，如張默所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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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的確，以前行代而言，可登上檯面者，

唯有蓉子、林泠、敻虹，所以近代女詩人欲觀摩前人作品，卻不受此三人影響的

可能性不高。鍾玲說：「她（曾淑美）的詩採用癡情纏綿的語調，近似敻虹和席慕

蓉的詩
24
。」或如「（葉翠蘋）一九八五年後，詩風轉為平實，語言淺白精鍊如敻

虹後期的詩
25
。」由此皆可看出詩人的養成過程中受到個人閱讀與前輩作品的影響

甚遠，亦可推知，蓉子、林泠、敻虹三位前行代女詩人對台灣詩壇的重要價值。 

第二節  詩刊、文藝刊物、報紙副刊的文學傳播模式 

「台灣現代詩的發展成長，以同仁詩刊為經，報紙副刊和文藝期刊為緯，四

十年來真可以說是成績斐然26。」所以同仁詩刊、報刊雜誌可說是現代詩發展中相

當重要的媒介。但是，當年報刊雜誌基本上仍屬於散文、小說的天下。因為隨著

國民政府播遷來到台灣的女作家，透過副刊、文藝專欄發表自身的作品，大抵以

散文或小說為發表形式，所以，不論是散文界或是小說界，其中名號響亮的女性

作家為數可觀，如：琦君、孟瑤、張秀亞、謝冰瑩、郭良蕙、鍾梅音……等，但

是當年新詩部分，以女性詩人而言，卻尚未有人選。所以在新詩的形式建立之際，

詩壇的男性詩人渴望詩壇也如散文、小說界般擁有女性的聲音，所以，當年蓉子、

林泠、敻虹……等，除了詩藝的展現外，也可說是在此氛圍下被期待出來的。因

而，當蓉子首次投稿《新詩週刊》時，當年的主編葛賢寧等人肯與擢用或許有如

此心態涵蓋在內。 

詩社的成立與詩刊的發行 

既然女詩人崛起詩壇的主要方式之一，即是投稿報紙副刊或詩刊，因此必須

透過一群人出來創辦詩社，出版詩刊，或是尋覓報刊雜誌提供發表新詩的園地，

如葛賢寧、紀弦、鍾鼎文等人藉由《自立晚報》主編的《新詩週刊》，如紀弦主編

《現代詩》，或如覃子豪透過《公論報》主編《藍星週刊》等，或是男性詩人主編

的許多詩選集，都是女性詩人藉以提高能見度的方法之一。後期有許多新詩的獎

項，也有助於詩人的成名。如杜潘芳格榮獲陳秀喜獎而備受矚目。《聯合報》、《中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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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24

 鍾玲〈第七章 七十、八十年代女詩人的感性世界〉《現代中國繆思──台灣女詩人作品析論》

頁 315 
25

 同上註，頁 336 
26

 張默〈前瞻、回顧、省思〉《台灣現代詩概觀》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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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時報》的副刊亦提供發表新詩的園地，或成立培育文藝新手的搖籃，給予新詩

許多滋養的園地，如顏艾琳參加《聯合報》巡迴文藝營新詩組、筱曉參加復興文

藝營，都是藉此進入新詩的領域的方式。 

戰後台灣詩壇，由於日據時代的語言斷層與政府文藝政策導向的緣故，大陸

來臺詩人掌握且主導了五、六○年代，如前後期的覃子豪、紀弦、余光中、洛夫、

瘂弦等人。向陽說：「五○年代，是台灣反共戰鬥文藝雷厲風行的年代，也是台灣

現代詩風起雲湧的年代
27
。」白萩說：「如果說五○年代是『現代詩社』與『藍星

詩社』各擅勝場的時代，那麼六○年代就是『創世紀詩社』最意氣風發的時代，

也是『笠詩社』取代『現代詩社』，而逐漸形成藍星、創世紀、笠三足鼎立的時代
28
。」由前述的兩段話，即可得知，五、六○年代詩社的興起造成現代詩的風起雲

湧。截至六○年代止，影響的詩社前後有「現代詩社」、「藍星詩社」、「創世紀詩

社」與「笠詩社」等四家詩社。 

外有高壓的政治環境與社會氛圍，內有「在朝」舊詩及大量新格律詩之虎視

眈眈，不難想像新詩在文藝界的困窘處境。由民間愛詩人（多數為基層軍公教人

員、學生或社會與經濟結構裡的中下層人士）自發性籌辦的詩社與詩刊，遂成為

維繫彼時新詩詩運的重要支柱。五○年代鼎足而立的三大詩社為：紀弦於 1953 年

2 月創辦的《現代詩》與 1956 年號召成立之「現代派」，覃子豪、鍾鼎文、余光中、

夏菁、鄧禹平於 1954 年發起的「藍星」，以及張默、洛夫、瘂弦三位軍中詩人同

年於高雄左營催生的「創世紀」29。 

這些男性詩人創辦詩社、詩刊，提供發表新詩的園地，也藉此讓女詩人得以

有發聲的管道。除了提供新詩的創作發表，譯詩的介紹、理論的引薦，而且詩刊

還會特地以專輯的方式介紹女詩人專輯，以凸顯女性詩人，如向明主編的《藍星

詩刊》第三號曾推出「女詩人專輯」收錄陳斐雯、劉延湘、洪淑苓、胡品清、呂

慧玲、鍾玲、邱琍華、淡瑩、劉裘蒂、沉思、楊笛、朵思、葉翠蘋、彭捷、謝馨、

蓉子、涂靜怡、羅英、白雨、席慕蓉、古月、藍菱等廿二位女詩人30。《葡萄園》

曾出刊過當代女詩人專輯、《台灣詩季刊》（創刊號）也有相同的構思。可見無論

是時代的遠近，男性詩人主導的詩壇，仍對女性詩人保有提攜與引薦的功能，由

「女詩人專輯」的編排即可推知，因為只見「女詩人專輯」卻未觀有「男詩人專

輯」，足以知悉女性詩人在詩壇的特殊位置。 

不論如何，茲以張默〈三十年來全國新詩期刊縱橫談──從「新詩週刊」到

                                                
27

 向陽〈五０年代台灣現代詩風潮試論〉台北：中國詩歌藝術協會「兩岸詩刊學術研討會」《靜宜

人文學報》第 11 期 1999 年 頁 44～61 
28

 蔡哲仁《白萩的詩與詩論》碩士論文，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所 2004 年 6 月 23 日 頁 19 
29

 楊宗翰〈鍛接期台灣新詩史〉《台灣詩學》學刊五號 2005 年 6 月 頁 39 
30

 《藍星詩刊》第三號 民國 74 年 4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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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小集」〉分析，可見早期女詩人之崛起與詩社詩刊之關係密不可分，如蓉子、

敻虹、彭捷之於「藍星」；林泠之於「現代詩」；陳秀喜之於「笠」；涂靜怡之於「秋

水」；淡瑩、鍾玲之於「星座」……等。從民國四十年（一九五一年）到七十二年

（一九八三年），台灣出版的各種新詩期刊總數在九十八種以上，現階段（指民國

七十二年）仍在繼續出刊的約有廿種31。因為詩刊的總數多，所以詩人能發表的園

地也相對較多。早期代表詩刊：包括「新詩週刊」、「現代詩」、「藍星」、「創世紀」、

「南北笛」、「葡萄園」、「笠」、「星座」。中期代表詩刊：包括「水星」、「龍族」、「主

流」、「暴風雨」、「山水詩刊」、「大地詩刊」、「秋水詩刊」、「草根詩刊」、「詩脈詩

刊」。近期代表詩刊：包括「腳印」、「風燈」、「漢廣」、「詩人坊」、「陽光小集」、「心

臟」、「台灣詩季刊」、「春秋小集」及繼續發行的元老詩刊32。許多的女詩人即在這

些園地中陸續發出自己的聲音。所以，詩社、詩刊仍是詩人們相互取暖與發聲的

最好舞台。 

所以，絕大多數女詩人在詩壇知名，都是藉由投稿報刊或詩刊，如敻虹是透

過投稿詩刊的方式竄起，林泠在民國四十一年發表詩作於《野風》，張香華首次發

表詩作於《文星》雜誌。《水星》於民國六十年初在左營發刊，朱陵（袁瓊瓊）就

是在《水星》上出道的。有些是自辦詩社，如「星座」由一群海外回國的僑生所

創辦，鍾玲即是其中一員。有些是創辦詩刊，如「秋水詩刊」是由已故詩人古丁

與涂靜怡共同創辦。有些參加詩社，如「笠」詩社為省藉詩人所創辦，創刊初期

由第一代詩人陳秀喜等人為骨幹。或是參加文藝營，或是自費出版詩集，或能被

選入詩選集，或藉得獎這條特殊管道。所以形色色的崛起方式中，以投稿詩刊或

報刊讓詩作得以刊載是最方便的方式之一，且透過詩刊、報刊成名後，常可藉此

輾轉至雜誌中刊載詩作。所以，投稿詩刊、報刊是條相當便捷的管道。 

因此，談論提供新詩的發表管道，仍以葛賢寧、李莎、覃子豪、紀弦、鍾鼎

文等人主編，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五日創刊的《新詩週刊》首開提供新詩的發表

園地。蓉子（40.11.19）、李政乃（41.7.28）、張秀亞（41.12.1）、林泠（42.1.19）

相繼在此發表許多詩作，其中蓉子〈為什麼向我索取形象〉、李政乃〈黑貓〉、林

泠〈卜者〉等都是當時優秀的作品。不久，紀弦創刊《現代詩》，蓉子（42.2.1）〈午

寐的海、航、無題〉、張秀亞（42.2.1）〈秋之歌〉、林泠（42.5.1）〈無題〉、李政乃

（42.5.1）〈除夕〉分期出現在詩刊上，待敻虹（47.12.20）〈等雨季過去了〉已是

民國四十七年之事了，之後，朵思（49.11）、羅英（50.5.1）、胡品清（52.2.1）也

相繼出現在《現代詩》中。 

《藍星週刊》則藉由《公論報》刊載詩作，初期覃子豪於女詩人部份大量採

用彭捷的詩作，由第一期起即有彭捷的作品，蓉子、張秀亞零星出現，待李政乃

                                                
31

 張默〈三十年來全國新詩期刊縱橫談──從「新詩週刊」到「春秋小集」〉頁 130 
32

 同上註，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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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作刊載已在第十二期，林泠更於第卅八期才有作品登載，而沉思出現已在第六

十期，但是直到沉思的出現，其被載錄的創作量才足以和彭捷抗衡。沉思與彭捷

均分《藍星週刊》持續至余光中接手主編為止，女詩人部份改由敻虹出現，在第

一百八十期中，敻虹以〈金色洋中〉開始她的另一個新詩舞台，在此她陸續發表

〈走過木橋〉、〈再白〉、〈夢〉、〈船沉後〉、〈昨夜遇見你〉、〈狂歌〉、〈燈蛾〉、〈斷

橋在霧中〉、〈贈靈感〉、〈戔箋〉、〈死〉、〈隕星〉、〈憶你在雨季〉、〈弔溫溫〉、〈風

暴〉等，幾乎以每期發表來顯現出敻虹旺盛的創作量，其中代表作〈憶你在雨季〉、

〈夢〉、〈死〉即發表在此。 

《創世紀》因為屬於元老級詩刊且常青，因此在詩刊上發表詩作的女詩人不

在少數，依發表先後順序編錄，如李政乃、彭捷、林泠、敻虹、朵思、胡品清、

藍菱、羅英、淡瑩、涂靜怡、蓉子、翔翎、沈花末、馮青、葉翠蘋、鍾玲、梁翠

梅、夏宇、萬志為、席慕蓉、張香華、利玉芳、陳斐雯。所以綜合上述三家詩社

之女詩人為數可觀，相較於五四時期的重要女詩人只有冰心一人，屬於主流以外

的女性聲音，四、五○年代以後的女詩人如雨後春筍般在台灣詩壇上逐漸開創出

屬於自己的一片天。 

報紙副刊、專欄的開闢 

除了詩刊的投稿管道外，另外尚能藉由報刊雜誌發表詩作，唯有當時的報紙

副刊所闢的專欄仍以散文與小說為主。 

「現代詩在《聯副》的版面上發展則顯得較為遲緩。從歷年的走勢看來，現

代詩在大眾副刊的版面上展現密集的創作力，整整遲了小說與散文的發展近三到

四年。現代詩發展具體成熟的時機，應該在 1958 年，由林海音將余光中、夏菁等

藍星詩社的成員，引介到《聯副》的版面開始。瘂弦在《聯副與我》提及「從四

十三年到四十六年間，新詩完全闕如，直到四十七年才恢復登載新詩，自此至五

十二年，平均每年刊出的數量均在六十八首上下，五十三年開始到六十四年間，

聯副刊登的新詩顯著銳減，平均每年只有四首
33
。」 

由此可見，林海音以《聯副》登載新詩始於一九五八年，而止於一九六三年

四月的船長事件而失去了《聯副》編輯的職務為止。林海音的去職，使《聯副》

能提供予新詩的舞台即相對銳減。林海音引介藍星詩社的成員詩作期間，敻虹的

即於民國 47 年 11 月 13 日發表〈詠嘆九行〉及民國 48 年 2 月 4 日的〈夢你歸來〉。

但是《聯副》沉寂一段時間的新詩舞台在民國 65 年後有明顯轉變，因為《聯副》

                                                
33

 施英美《《聯合報》副刊時期〈1953-1963〉的林海音研究》碩士論文，靜宜中國文學研究所，

9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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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用楊牧為其審核詩稿，使新詩之門得以開啟，所以敻虹也在《聯副》陸續發表

〈哀南忘〉、〈有一種病〉、〈鏡緣詩〉、〈又歌東部〉、〈那經聲〉、〈依稀雨中〉、甚至

小說〈浮塵〉……等作品。因為民國 65 年起，敻虹每年以二至四首詩的創作量在

《聯副》刊行，至九○年代，她逐漸淡出詩壇前仍有〈說法二帖〉發表，所以，《聯

副》在民國六十五年後，對新詩這項文類多所著墨，甚至推出許多與新詩相關的

專輯，如「我家有個詩人」、「粽子裡包哲學」集結四十四位當代詩人的詩句以表

現婚姻觀、金錢觀、愛情觀、政治觀等。更重要的是舉辦「與美麗智慧同行──

當代女詩人座談會」，由瘂弦主持，邀請沈花末、席慕蓉、張香華、陳斐雯、曾淑

美、敻虹、羅英與會。由這些活動都可見其經營的用心。近期息筆已久的敻虹重

拾詩筆，亦是以《聯副》這塊園地當作重回詩壇的起點，可見《聯副》是培育眾

多詩人的搖籃之一，也是影響敻虹詩創作的重要園地之一。當然，除了《聯合報》

之外，當年的《中央日報》、《中國時報》……等也都是詩人們可以投稿的媒體管

道，易被詩人們善加運用的發表管道。 

文學雜誌的傳播方式 

另外，女性詩人崛起詩壇的另一個管道是「文學雜誌」，如《文學雜誌》、《文

星》、《中外文學》、《筆匯》、《現代文學》……等皆可提供詩人發聲的管道。 

「文學雜誌」是文學傳播的主要媒介之一，因此，文學傳播的主要功能，透

過「文學雜誌」來觀察都相當完整，「文學雜誌」在這個層面上來看，近則呈現不

同年代的文學發展變貌，遠則浮現出文學史的枝梗脈絡。要了解一個國家的文學

發展，通過「文學雜誌」最能一目了然34。 

「文學雜誌」能提供文學社群相互交流文學資訊，展現作家嘔心瀝血的創作，

反映特定時空中，文學思潮和社會變遷的對話，同時也提供給喜好閱讀當代文學

者的心靈陶冶。同樣都是文學傳播媒介，「文學雜誌」較諸副刊，雜誌具有更大空

間，容許文學社群傳揚社群理念或前衛美學；較諸網路，「雜誌」則存留鮮明的班

底印記，標誌出文學地圖上班底的集結和文學運動的軌跡。如《文學雜誌》中除

了台大學院派師生之外，多為藍星詩社成員。如余光中、夏菁等人的作品，而敻

虹亦在余光中的引領之下，也有作品在此發表，如〈致〉、〈莫〉、〈當你畫我〉、〈黑

色聯想〉、〈白鳥是初〉……等。或是藉由余光中編輯的《文星》發表〈蝶蛹〉、〈藍

光束〉、〈小葉簡〉、〈藍珠〉、〈止舞人〉、〈藍網之外〉等，其中，敻虹在《文星》

所發表的都是意象鮮明的代表作，如〈蝶蛹〉、〈藍珠〉、〈藍網之外〉。所以，敻虹

早期風格的奠定在這些文學雜誌中都可清晰看出發展脈絡。 

                                                
34向陽〈薪傳以繼，爝火不滅──「臺灣文學雜誌展」的意義與啟示〉《浮世星空新故鄉——臺灣

文學傳播議題析論》頁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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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誌上，不論是五○年代的《文學雜誌》或到六○年代的《現代文學》的現

代主義書寫風潮；或是詩刊由五○年代《新詩週刊》以降迄今《臺灣詩學》學刊

的多種面貌。雜誌、詩刊這些意味著不同年代文學社群的起落生滅，及其相對於

社會╱文化變遷的互動姿彩，相應於時代差異表現出的文學思潮起伏。打開這些

雜誌，我們看到的是一群孜孜矻矻的文學人及其社群，如何以文學書寫、論述和

他們所處的時空展開對話
35
。我們也可以藉此看到女性詩人們在此發聲的寂寞又不

失自信的身影。 

第三節   年度詩選、詩選集的推波助瀾 

八○年代前期政治尚未解嚴之際，各種大眾傳媒仍被少數人所持有，有限的

雜誌、副刊版面往往不足以負載，而欲獲文學獎的桂冠更是難如登天。因此，「年

度詩選」的出現也開啟另一扇大門。不論是爾雅版或前衛版的「年度詩選」，其立

意與初衷，不外乎是導引新詩讀者賞析、閱讀及抽樣介紹該年度發表在各類媒體

上，具有代表性的優質詩作，亦可作為未來斷代選本的素材，以及為當代台灣新

詩史提供可以引述的真材實料。對編選者言，這是一種美學標準的建構與權力的

再分配；但對詩人而言，在眾多詩人中能雀屏中選，入選詩選並非只是作品單純

的再現，它也代表著一種群體的認同與接納，進而冀望成為主流的一部分36。既然

對詩人而言，入選代表進入主流的一種方式，也代表著群體的認同與接納。 

依文學典律的生成過程，資源分配便是最主要的核心問題，亦即誰能取得主

導文化生產與消費管道的問題。如果能奠基在強勢媒體的運作基礎上，則效果倍

增。尤其掌握文化資源的分配也能爭取到文化生產與消費主導的環節，如此的權

威往往能主導風潮、掌握市場，甚至影響大多數人的觀點，進而建立所謂的霸權。

因此，透過典律的形成與典範的塑造來檢視「年度詩選」的編纂，因其對詩壇的

權力操作、潮流風尚與個人創作，都會產生某種程度的影響，所以「年度詩選」

的標竿作用，也自然賦予了某種程度的象徵意義。 

「各版本「年度詩選」的運作策略，普遍都是透過依持主義的方針來建立統

治集團，然後以集團力量統攝派系，再運用派系操作各項統治機器，最後再利用

這些力量以掌控各項資源。各種詩選的運作，也幾乎都是循此途徑進行。是以「年

度詩選」在選錄詩人的標準上，就並非全然地以其作品優劣為判準，同時也必須

考慮到幕後的資本家，主編和編輯委員的預設型態，詩人的派系屬性，乃至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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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友善程度等等，都會影響到整本「年度詩選」偏離的方向
37

。」 

所以，既有的主宰者──主編和編輯委員的背景不同，往往會影響「年度詩

選」的取材偏好。其所挾之資源與管道所編輯的各類文學選集，在「主流附和」

的有利條件下，也自然容易成為象徵文學典律生成的重要指標。在「年度詩選」

中，爾雅版、前衛版中，即可窺見各有各自的屬性，也有各自相似性。所以，在

女性詩人被選錄的過程中，亦可以見到其選錄對象的集中與偏頗現象。茲以爾雅

版與前衛版重複年度（1982~1985）為例： 

爾雅版：蓉子（4）、羅英（4）、敻虹（3）、藍菱（3）、朵思（3）、席慕蓉（3）、

淡瑩（3）、張香華（2）、夏宇（2）、陳斐雯（2）、張秀亞（1）、胡品清（1）、陳

秀喜（1）、馮青（1）、蘇白宇（1）、利玉芳（1）、翔翎（1）、鍾玲（1）、洪素麗

（1）、羅任玲（1）、洪淑苓（1）、曾淑美（1）、謝馨（1），共廿三人。 

前衛版：洪素麗（4）、馮青（2）、斯人（2）、藍菱（1）、朵思（1）、敻虹（1）、

席慕蓉（1）、利玉芳（1）、翔翎（1），共九人。 

歸納上述資料顯示，兩個版本所重複之女性詩人只有八人，分別是敻虹、藍

菱、朵思、席慕蓉、馮青、利玉芳、翔翎、洪素麗。在同樣的四年（1982~1985）

年度詩選裡，卻在出現的頻率與比重上產生如此懸殊的現象，可見「年度詩選」

攸關著主編與編委的取材偏好與權力傾軋的結果。 

前衛版年度詩選僅維持四年，故以爾雅版為例，統計將近十年的年度詩選（如

附錄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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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選的女性詩人以夐虹、朵思、席慕蓉、

零雨等所占篇幅最多。如果依據崛起年代細分，將發現前行代女詩人中唯有夐虹

出現頻率最高，其次是林泠，其他占多數的則以崛起於六十年代的朵思或是七十

年代的席慕蓉、尹玲及備受評審委員賞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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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耀眼鋒芒的女性詩

人相當少數，又以敻虹能屢居其中，更可肯定其詩藝所受的青睞。 

直到夐虹八十七年左右一度淡出詩壇前，夐虹在「年度詩選」中備受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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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選除了牽涉到詩藝的高低、創作

量的多寡、作品的能見度，即與該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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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少數的時代氛圍下，入選即代表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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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評選員的肯定，也說明了當時詩壇的現況，更可顯現出詩人所受到的重視。 

前行代的女詩人中以蓉子、林泠、敻虹、張秀亞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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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創作量明顯增加後，開始成為年度詩

選集的常客。而敻虹，雖是五十年代末期崛起詩壇，但是詩具聲律之美，且意象

鮮明，詩思巧轉妙用，常與予人驚喜的觸動。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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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民國七十一

年爾雅版首辦「年度詩選」起，敻虹即入圍詩選名單，蟬聯三年，其詩作常是年

度詩選的座上賓，但當八十五年起，敻虹於情詩創作明顯銳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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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由近年在《聯合副刊》所發表的新作觀之，相信敻虹重返年

度詩選的時機將指日可待。 

前行代女詩人的崛起與《六十年代詩選》、《七十年代詩選》的關係較為密切。

尤其 1961 年 1 月，由張默主編的高雄大業版的《六十年代詩選》為國民政府遷台

以來，台灣第一本現代詩人作品選集，尤其入選的廿六位詩人中，只有選出敻虹

與林泠兩位女性詩人，其所引起的迴響相當可觀。六年後創世紀再編《七十年代

詩選》收錄朵思、蓉子、羅英、王渝、劉延湘等五位的詩作，1972 年余光中與洛

夫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大系》中，則選錄林泠、敻虹、蓉子、羅英、朵思、王

渝、劉延湘、藍菱等八位女性詩人。比較這三本詩選集，即可發現余光中所編著

的《中國現代文學大系》中，除了藍菱外，女詩人的名單幾乎可謂是另兩本詩選

集的綜合版。如果較之 1989 年《現代中國詩選》選入蓉子、林泠、敻虹、羅英、

夏宇、曾淑美。1999 年《天下詩選》收錄蓉子、林泠、敻虹、羅英、朵思、張香

華、席慕蓉、尹玲……等近廿位女詩人。可見前行代女詩人中：蓉子、林泠、敻

虹、羅英、朵思等人已在大型詩選本佔有一席之地。若以出道的先後與詩藝高下

而言，唯有蓉子、林泠、敻虹等三人前行代女詩人在台灣詩壇中，具有流傳後世

的地位。 

張默在〈悠然坦直話《年度詩選》〉中提及「坊間近年出版的大型詩選本，諸

如九歌版《新詩三百首》，《新詩二十家》，《天下詩選》……等等，取材於年度詩

選的材料，也相當可觀38」，如果坊間大型詩選本大都取材於「年度詩選」來當作

編選的材料，如此更可見「年度詩選」的編纂，對詩壇的權力操作、潮流風尚與

個人創作，都會產生某種程度的影響，所以「年度詩選」的標竿作用，也自然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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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了某種程度的象徵意義。 

除卻年度詩選、大型詩選本之外，另有兩本攸關女詩人們的詩選集，即為現

代詩發展以來第一部女詩人選集──1997 年張默所編的《剪成碧玉葉層層》中所

收錄的廿六位女性詩人詩作，計有張秀亞、蓉子、林泠、李政乃、胡品清、陳秀

喜、彭捷、敻虹、藍菱、羅英、劉延湘、朵思、淡瑩、鍾玲、張香華、古月、席

慕蓉、翔翎、朱陵、沈花末、萬志為、夏宇、葉翠蘋、馮青、王鎧珠、梁翠梅。

接續而來的是 2000 年 12 月由李元貞主編《紅得發紫—台灣現代女性詩選》中共

收錄陳秀喜、胡品清、杜潘芳格、蓉子、朵思、張香華、敻虹、羅英、淡瑩、席

慕蓉、鍾玲、尹玲、李元貞、洪素麗、翔翎、葉香、蘇白宇、馮青、斯人、利玉

芳、沈花末、葉紅、蔡秀菊、王麗華、劉毓秀、蕭秀芳、筱曉、零雨、江文瑜、

曾淑美、洪淑苓、陳斐雯、羅任玲、丘緩、張芳慈、顏艾琳、吳瑩（林泠、夏宇

為原定名單，但是因為未聯絡上，故未入選）等卅七位女詩人的作品，更具有為

女詩人奠基與發聲的功用。 

縱觀此兩本專為女性詩人所編錄的詩選集，重覆入選詩人唯有十三位（含林

泠），所以再一次的證明，若以五○年代崛起女詩人而言，唯有蓉子、林泠、敻虹

等三位能在歷史洪流中不被淘汰。或如鍾玲所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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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實質成就擲地可做金玉聲的人也不在少數。

例如語調矜持、文字優美的林泠，意象清麗、富女性感性的敻虹
39
……等等。」的

確，經歷許多詩評家的肯定，敻虹在台灣詩史上必有屬於她的歷史定位。 

《六十年代詩選》、《七十年代詩選》對前行代的女詩人的崛起影響甚鉅，而

「年度詩選」攸關群體的認同與接納，亦是進入主流的一種方式。而許多大型詩

選本也取材於「年度詩選」，因而可知，詩選集、「年度詩選」關乎詩人在詩壇地

位的奠基及作品的典律化。尤其女性詩人在詩壇所佔的比例不高的情況下，能在

以男性詩人主導的詩選集、「年度詩選」中脫穎而出，對其在詩壇的地位與進入主

流具有更高於男性詩人的肯定。所以，詩選集、「年度詩選」對女性詩人們的崛起

與詩壇的地位之奠基具有推波助瀾的作用。而敻虹不論是詩選集中以幾近九成的

比例入選，或是「年度詩選」中多年的蟬聯，都雙重肯定她在詩壇中不可撼動的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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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自費出版詩集的現況 

張默曾言：「在台灣，詩人出版詩集，除了少數幸運者，絕大多數是自掏腰包，

找一個詩社或出版社具名，然後印行三、五百冊？誠然是「出版即絕版」，……這

些詩集大都互相餽贈，很難在坊間買到，過不了多久就會烟消霧散
40
。」 

這少數的幸運者如：林泠、張香華、顏艾琳……等人未曾自費出版過詩集外，

詩人大抵是以自費的方式出版個人詩集。依據張默所編的《台灣現代詩編目》可

知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九五年間，台灣共出版個人詩集一五六六種。據了解出版

個人詩集的管道，不外乎兩種，其一是交由書店、出版社將版權賣斷，公開發售；

其二是自費印製，並自尋詩社或出版機構掛名發行。如：敻虹自費印《金蛹》詩

集，及自費印製《敻虹詩集》但掛名大地出版社出版，沈花末自費但掛名國家出

版社出版第一本詩集《水仙的心情》。杜潘芳格自費出版第一本詩集《慶壽》，夏

宇自費、自印五百本手工《備忘錄》。 

根據張默覓得的數據，屬於個人自費印行者約佔一半以上，其中又以同仁詩

社接受詩人委託代為印行者居多。各詩社（含校園詩社）自一九五三年以來，共

自費印行個人詩集約三百餘種，佔台灣出版詩集總量的五分之一強，如果概括估

計四十年來自費印行的詩集總數為七百餘種，則各詩社刊行的數量恰好為自費總

數的二分之一弱，由此可見，各詩社在台灣新詩發展的過程中，的確肩負起為詩

人、為讀者奉獻心力的重責大任41。 

臺灣自費印行的個人詩集，依據張默的分析四十年來的大致走向，似乎已有

脈絡與蹤跡可循。早期（五、六十年代）出版的詩集，全書傾向輕薄，通常每冊

詩集的篇幅，約在三、五十頁到一百餘頁不等，大多採三十二開、二十五開，封

面設計以簡明、單色或套色，且一度流行以當代畫家的作品為主軸，當時由於印

刷技術不精，絕大部分詩集均採用釘裝，封面用紙磅數不足。蓋早年詩人大多生

活清苦，要張羅出版一本詩集的印刷費，是何等的艱苦，故不得不在頁碼多少、

紙張厚薄，封面儘量不用彩色等等的考量下，藉以降低印刷的成本。其實各詩社

的情況大致相若，自費印行詩集的難題是普遍得不到良好的銷售管道42。 

既然自費出版詩集非常不容易，詩集的出版的背後需有詩社的鼎力相助，所

以牽涉到詩社社長的權力架構的要津地位有關，因為男性詩人希望能提攜女性詩

人，除了協助印行詩集之外，還有透過詩刊中的廣告欄登刊出版訊息，甚至以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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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詩訊上登載詩集暢銷的狀態，以吸引消費者購買，都是一種行銷的策略。如《藍

星詩刊》上，常見藍星詩叢、藍星叢書的廣告，從書名、著者都有，甚至標明「詩

叢、叢書請向臺北市武昌街一段五號周夢蝶先生洽購」等話語。或是在「詩‧詩

人‧詩訊」中說明「蓉子的第七本詩集《橫笛與豎琴的晌午》已於年初由三民書

局出版，收入長短詩五十二首43」。除了推銷自身詩社的詩集外，詩刊本身也為其

他詩人傳遞出版訊息，如「洛夫詩集《魔歌》已由「中外文學月刊社」出版，收

入晚近作品約六十首，每首詩並附有創作年表44。」對於愛詩人而言，確實是項有

利的資訊交流。對於擴展詩人、詩集的能見度效果也頗善。 

另外，在詩刊中，透過男性詩人對詩集的評價也是詩集行銷的一種手段。或

是在詩集上為其提序也是一種提攜方式。如陳秀喜的詩集每本皆有趙天儀等人的

序言、或是後期的女詩人都有男性詩人的序言、評論，或者雖是前行代女詩人的

敻虹，其後期的詩集，如《紅珊瑚》有余光中的評論，《愛結》則有瘂弦的序言。 

鍾玲曾在〈名家為女詩人序詩及其評論角度〉45提及余光中為敻虹等四位女詩

人46所寫序言的觀點，言名家為女詩人寫序隱含著前輩護航的觀點。的確，余光中

為四人寫序確實有為其護航的可能性，但是，以敻虹觀之，最初的《金蛹》、《敻

虹詩集》都未有任何人代為寫序。出版量冠於女詩人的蓉子，除了《青鳥集》曾

有張道藩的序言外，其他作品集亦未再有任何人代為寫序。羅英於六○年代出版

的《玫瑰的上午》亦未有序言，而八○年代出版的《二分之一的喜悅》卻反而有

鍾玲、張漢良的序。 

所以，筆者試著以張默〈無塵居所藏台灣新詩集 1949-1990 書目初編〉47為基

礎（附錄三），統計女詩人詩集中，前行代女詩人自費出版或掛名詩社、出版社的

狀況較多，且多未藉由男性詩人代為寫序。反之，詩集中曾有男性詩人為其寫序

者分析，發覺越是近代女性詩人由男性詩人代為寫序的現象較為明顯。如羅任玲

有張默序、洪素麗有陳芳明、向陽序、馮青有林燿德序、謝馨有羅門序……等。

如果仔細深思，將會發現這股藉助男性詩人的力量情形日趨明顯，或許與日新月

異的社會結構中，每月的出版量如此龐大，但是閱讀人口卻逐漸萎縮，而新詩本

屬於小眾市場，相較之下，閱讀人口萎縮更為顯著。如果未能透過成名的男性詩

人在前為其提燈，相信女詩人的能見度相對降低不少。另外，日漸萎縮的新詩讀

者市場需要成名男性詩人代為寫序，除了品評詩藝，引領讀者閱讀審視、欣賞外，

亦可藉由他們的力量以提高詩集的銷售量。因此，在近代詩壇上，倡言女性主義

                                                
43

 〈詩‧詩人‧詩訊〉《藍星季刊》新一號 頁 102  
44

 同上註，頁 102 
45

 鍾玲〈名家為女詩人序詩及其評論角度〉蘇其康主編《詩路天保─余光中教授八十壽慶專集》 
46

 指方娥真《娥眉賦》、敻虹《紅珊瑚》、鍾玲《芬芳的海》、斯人《薔薇花事》四本詩集。 
47

 張默〈〈從覃子豪到許悔之〉〈上、下〉─無塵居所藏台灣新詩集 1949-1990 書目初編〉《台灣文

學觀察雜誌》第二期~第三期 民國 79 年 11 月 頁 96~116、民國 80 年 1 月 頁 10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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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代，男性詩人對女性詩人的提攜作用反而在序言的書寫上則再次展現其中的

影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