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張香華新詩創作歷程 

     

本章將依張香華在新詩創作上的歷程中較為重要的幾項轉折為據，將她的創

作歷程分為三期，每期以一節的方式來討論。第一期「『草根』精神的發揚」為

1958 年至 1976 年，1958 年，19 歲的張香華以詩作〈門〉、〈夢〉在《文星》雜誌

發表進而步入詩壇，而後歷經五、六○年代對詩壇「橫的移植」的無所適從後，

於 1975 年與詩友共同創立「草根詩社」，也確立了她的寫作方向與詩觀。第二階

段「婚後的拓展」為 1977 年至 1990 年，1977 年，張香華與柏楊相識，進而於 1978

年結婚，心靈的相契與婚後生活的踏實，使張香華的詩興得以發揮；而柏楊的經

歷與人生觀也深深影響了張香華，使她的詩作不僅有許多「夫妻之情」的歌頌，

更有許多對人權、國家的關懷；1984 年，張香華參加「愛荷華國際作家寫作計

畫」，三個月的愛荷華生活開拓了張香華的視野，天地更廣、世界更大，詩人無

盡感慨，使詩作的內容由個人到社會，又由社會到了國際，詩風也為之一變。第

三階段「人道關懷的突顯」為 1990 年至今，1991 年，張香華在偶然的機緣下訪

問南斯拉夫，沒想到南斯拉夫的詩風民情令她感動無比，使她此後經常「以詩為

圓心」往返於世界各國之間，孜孜不倦於譯詩、編輯詩選的工作中，對於詩歌的

交流可謂不遺餘力；1993 年，張香華開始在警廣主持「詩的小語」節目，並嘗

試將詩與音樂、朗誦結合，出版《茶，不說話》有聲書和舉辦「我愛的人在火燒

島上」音樂會，這個階段她致力於新詩的傳播，貢獻自是不言可喻，而詩作也突

顯了張香華對於人道的關懷，展現不同他人的風格。 

 

第一節  1958~1976：「草根」精神的發揚 

 

一、 成長與詩情的發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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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香華原籍福建龍岩，於 1939 年 7 月 31 日生於香港。她出生的年代雖然已

是戰火強弩之末，但亂世的尾巴還是掃到了她，使她的成長歲月也少不了添上幾

筆遷徙離亂的色彩。張香華三歲時，母親因病去世，七歲那年，父親和繼母帶著

孩子跨海來到台灣宜蘭落腳。幼年便遭逢失母之痛，加上繼母的迫害，胞兄的勢

利與偽善，以及社會的陰險與冷酷，使她過早體味了人生的坎坷與世態的炎涼。

因此，從小，家對她而言只是個蔽身之所，親情的溫暖有如遙望的雲絮，她也只

能將自己對生活的嚮往與期待寄託給無數夢幻。然而，母親的形象雖已不復記

憶，卻影響她日後的行為處事： 

 

 

我生下來三歲，母親就因病去世，從此，對母親的記憶幾乎一片空白。繼

母入門後，父親更從來不向我提起我的生母。「母親」這個名詞，便自然

被塵封在時間之鎖裏，直到十四、十五歲，一個偶然的機會，遇到一位陌

生的家鄉長輩，他一見到我，立刻發出一聲驚呼：「我一看妳，就知道妳

是翠君的女兒，長得像極了。妳要知道，妳媽媽是一位傑出的女性。那個

時代，在保守的家鄉，只有像妳媽媽那樣有膽識的女人，才敢一個人跑到

陌生的外地——廣州去求學。」他一口氣絮絮的說了這許多以前別人沒有

告訴我過我的話，沒想到這些話卻深深鐫刻在我心版上，成為我日後追求

知識、成長智慧最大的原動力。我覺得失去財富、名望、事業、成功機會

都不算什麼，一個人只有知識狹隘、智慧淺陋，才是最大的缺失。這一點

認知，使我不敢懈怠，對於一切，永遠懷著一份學習的熱情。因為，我最

不願意假如我的母親地下有知，會認為她沒有辦法親手教養的女兒，變成

一個不長進的人！1 

                                                 
1 見張香華，〈小鳥啁啾而過〉，《秋水無塵》，頁 106-107。台北：健行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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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正源於對母親的懷念和遺傳，這種特殊的生活環境，不僅造就了張香華

外柔內剛的性格，也培養了她對一切不幸人們的同情心和理解力。2她自此不願

向顛躓的命運低頭，也不願如家鄉的女孩畢業後便走向婚姻，她要繼承母親的勇

敢與膽識，努力於生活與創作中，日後更常獨自往返於戰火頻傳的東歐國家，只

為散佈詩與愛的種子，實踐自我的人生價值。 

 

張香華畢業於省立蘭陽女中；由於小學、中學皆在宜蘭完成，她不僅對宜蘭

有深厚的感情，也培養出熱愛鄉野的純樸寧靜之性情。宜蘭廣大的綠野平疇、濃

厚的文化藝術氣息與幽靜的人文風情適時撫慰了她；這段成長歲月，一直在她身

上烙下印記，更成為她心中所繫的境地且常化為縷縷詩情，如〈著我舊時裳—懷

宜蘭〉：  

 

 

故鄉 

綠竹修長茂美 

青溪盪著漣漪 

故鄉的 

山色脈脈 

草原青青 

故鄉的 

雲，一綶綶 

良田上必空的廣場，任由她盤桓， 

夏季，有金黃色的稻穗垂垂 

                                                 
2 見熊國華，〈論張香華的詩〉，《珠海雜誌》第 4 期，頁 112~116。珠海：199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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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有琉璃的冷雨霏霏 

雨聲咚咚，敲我小屋如琴房 

行過彎彎的竹橋似搖籃 

踏著鬆軟的阡陌比坐轎 

矮籬上，每張葉子都是一枚 

硤蝶，在風前翩韆 

那兒季季都是春天 

囫圇吞雲霧的火車 

列隊川流過原野 

會引你的倦目 

馳騁到遠方 

那兒的陽光已古老 

歲月很悠長。3 

 

 

在這首詩清新宛如童詩般純真的作品中，張香華以「綠竹、青溪、硤蝶、火

車、竹橋」構築了一個「山色脈脈、雲朵綶綶」的世外桃源，那絕對是一個令人

盤桓流連的故鄉，也是「會引你的倦目，馳騁到遠方」的心靈寄託。也正是源於

這份詩心童性和故鄉的陶冶，張香華對富於生命的東西特別敬重，大自然的一景

一物日後更時常成為她創作的題材，想寫詩的時候，一塊鵝卵石、一尾秋刀魚、

一張吸墨紙、一個杯、一隻壺都能觸發豐富的詩情宇宙，這些生活冥想發自平凡，

卻令人咀嚼再三。 

 

初中時期，開啟了張香華對於詩的興趣，她曾回憶到： 

 

                                                 
3 見張香華，〈著我舊時裳—懷宜蘭〉，《不眠的青青草》，頁 20。台北：星光出版社，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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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對詩有興趣（包括舊詩在內），是從初中開始，當時覺得詩的密度這

麼大，能夠用短短的幾個句子在幾十個字裡頭，把一個人的感情濃縮得這

麼好，著實令人感到相當震撼且餘味無窮，開始時就是這樣子喜歡它、接

近它。4 

 

 

這份詩興終於在她十九歲時真正發酵。1958 年，張香華以「尹華」為筆名

發表處女作〈門〉5和〈夢〉6二首詩於《文星》雜誌第廿二期的「詩選」上而步

入台灣詩壇；當時她還是台灣師範大學童軍教育系的學生，也許，正是這兩首詩

的發表，使她重新認識了自我的生命價值。三年之後，她轉入該校的國文系，毅

然走上了文學之路：7 

 

 

沒有鐵柵，門禁卻如此森嚴 

凝於夜的子午線上，鐵液已冷卻 

而熔爐中，火光依然熊熊 

 

長廊外，有無聲的音響 

在觸動我敏銳的神經 

而意志卻早已將我囚禁了 

 

                                                 
4 見楊維莉，〈忍耐寂寞〉，原載於《蜜蘭生活雜誌》八月號，頁 38～40。台北，1990.8。後收入

楊文娟編，《她的人，她的詩》，頁 55~61，台北：星光出版社，1992。 
5 見張香華，〈門〉，《不眠的青青草》，頁 1。台北：星光出版社，1978。 
6 同註 5，頁 3。 
7 見采詩，〈破譯夜的語言密碼〉，收入楊文娟編，《她的人，她的詩》，頁 187~194。台北：星光

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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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的世界正燃燒 

我只得用門檻的絕緣體 

把它隔離 

——〈門〉 

 

昨晚，我有一個夢 

有十九個芳香的花環 

虛擲於我里程的碑前 

僅僅是一個夢，一個夢 

醒來時，歲月已無痕跡 

留我眼眸裡，是昨宵夢境的迷濛 

——〈夢〉 

 

 

在〈門〉中，詩人用自己營造的私有象徵——「門」來描寫疏離、封閉的自

我。儘管「外面的世界正燃燒」但詩人卻受制於「囚禁」的「意志」，那「熊熊」

的「火光」，是青春生命的燃燒，也是對明日無著的迷茫；因此，詩人最後「只

得用門檻的絕緣體，把它隔離」了；而這種冷却與燃燒的對比，把疏離主題表達

得生動傳神。當年只有十九歲的張香華開始認真而執著地拿起她極富才情的筆；

然而，她的夢、她的詩卻是遠離現實的。她是夜裡枕著「十九個芳香的花環」的

少女，對未來充滿理想，卻也同樣有著徬徨與不安，她渴望衝破一切森嚴的禁錮；

可是，現實世界的不完美與失望，只能將詩人退縮到個人的內心世界裡，因此「留

我眼眸裡」的只剩下「昨宵夢境的迷濛」了。在〈靜默的影子〉8中也出現這樣

的心情： 

 

                                                 
8 見張香華，〈靜默的影子〉，《不眠的青青草》，頁 12。台北：星光出版社，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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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曾是我的初願—— 

收整幅藍天，入我眼底 

而今，沒有任何可更易了 

像樹般伸開我們的肢臂吧！ 

去擁天外的 

藍 

——〈靜默的影子〉 

 

 

對於張香華來說，「藍」這直接的意象轉化自天空、大海、碧樹，亦即外部

的世界、人生；但在同時，又暗喻為自己渴求相融於斯的內心：那片「天外的藍」

曾是她精神的憩園，那份清澈的溫柔、那份透明的憂傷，覆蓋著她「負傷的心魂」，

她期望在這湛藍的世界裡編織純潔的夢。9 

 

在這些張香華早期的詩作裡，我們發現作者如同每一位愛生命、敏感純真的

年輕詩人，她纖細的感情格外容易受到傷害，也因此比一般人更能體會生命的痛

苦和歡樂。然而，由於對真與美的執著，對現實世界感到失望，因此常有侷促在

個人的內心世界，或者轉向淳樸的自然尋求慰藉的作品。10 

 

二、草根詩社的創立 

 

                                                 
9 見薛晨曦，〈擁天外的藍於溫柔的詩心—讀張香華詩集《千般是情》〉，《台港文學選刊》第 11

期，頁 86～87。福建：1991.11。 
10 參照燕知，〈語言的張力〉，原載於《愛書人雜誌》，台北，1980.9。後收入楊文娟編，《她的人，

她的詩》，頁 117~121。台北：星光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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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年代末至六○年代，是張香華的早期創作階段。她在大學讀書，然後結

婚，生兒育女。1964 年，大學畢業之後便投入教職，先後在北一女中、建國中

學、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及致理商專擔任教師。生活裡除了課本就是學生，過著「右

手得批改作業，握穩教桿，左手還要撫愛兒女，拿著奶瓶」的生活，空閒時間徜

徉在詩歌與音樂的天地裡，和社會現實有一段較遠的距離。這時期的詩作題材多

寫理想、愛情、鄉情、友情，詩藝傾向於主觀心象的抒寫和潛意識的發掘，帶有

朦朧夢幻色彩，語言柔美空靈，感覺敏銳細膩。11 

 

當時，台灣新詩壇正處於派系論戰的矛戈橫飛的景況，詩壇「橫的移植」的

現象也讓她有著無所適從的茫然，詩歌內在精神的虛無，更讓她一直在困惑和窒

悶中，因而很少發表詩作。這種對於當時詩壇的質疑，實際上也是現代詩在風行

一個階段之後自身弊端畢露的結果，也引起較紀弦、余光中、洛夫等當時較年輕

的詩人普遍的反叛。張香華是這一行列中的一員。12她在 1984 年〈一個台灣新詩

人的成長—在愛荷華國際作家寫作計畫提出的報告〉中反思她的創作時曾說： 

 

 

四十年代末，到五十年代間，台灣新詩的文字和精神，缺乏應有的繼承，

呈現一種虛弱和中空的狀態。台灣早期新詩特別容易受到西方文學潮流的

影響。成了主義、理論舶來品化的顛峰，也是把「橫的移植」口號，高唱

入雲的時代。這個時期，台灣新詩人做了很多大膽的模仿和嘗試，詩壇的

氣氛固然活潑，內在精神卻十分虛無。詩歌派系論戰的矛戈橫飛，新詩創

作的步伐在不整齊中，顯現凌亂和扭曲。在這段時間裡，整個詩壇非常強

調異象，也就是盛行著超現實主義，大家都一窩蜂的表達虛無。……我像

是個靜默的旁觀者，察覺到：虛無的精神並不適合台灣本土，因為台灣有

                                                 
11 見熊國華，〈論張香華的詩〉，《珠海雜誌》第 4 期，頁 112~116。珠海：1996.11。 
12 見劉登翰、朱雙一，〈奔向大海的生命河流—張香華論〉，《彼岸的繆斯》，頁 307～312。南昌：

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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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本土的苦悶，與西方的環境背景截然不同。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於是

沈默而無法寫詩，因為詩不僅要能反映個人的價值觀，還要能對人生事項

提出一些看法，因此當自己未能掌握得很好的時候就會覺得很悶。13 

 

 

歷經〈無言日〉14中：「我的舌頭，也睡熟在口腔裡了。」那種無法適從、焦灼無

奈的苦悶後，張香華逐漸找到了自己。 

 

1975 年 5 月 4 日，已經在建國中學任教的張香華和幾位同好羅青、林月容、

李男、詹澈等成立了「草根詩社」，並且擔任《草根》詩月刊15
的執行編輯。「草

根詩社」不談主義，不談古今中外的理論，他們反對用政治的或文學的主義領導

創作，崇尚「自由是詩人最高的信仰」，認為「新詩不只是少數象牙塔裡，文人

茶餘飯後的優雅與從容，也是廣大眾生心靈生活的映象與實錄」，提倡「必須在

                                                 
13 參閱張香華，〈一個台灣新詩人的成長—在愛荷華國際作家寫作計畫提出的報告〉，《愛荷華詩

抄》，頁 17~30。台北：林白出版社，1984。 
14 見張香華，〈無言日〉，《不眠的青青草》，頁 74。台北：星光出版社，1978。 
15 1975 年 5 月 4 日，《草根》詩刊於屏東誕生，創辦人為張香華、羅青與李男，刻意選在 5 月 4

日創刊，也許是為了表示向五四新文學運動致敬以及學習。其創刊萬餘字的宣言〈草根宣言〉對

於新詩史的脈絡做了耙梳，也為當時的詩壇帶來極具震撼力的影響。〈草根宣言〉中，將新詩發

展歷程以台灣光復和國共戰爭為界線，區分為革命時代（1918.01～1945）與分裂時代（1946 迄

今），自分裂時代開始，「海外（自由地區）詩壇及大陸詩壇，斷然一分為二」。文革之後，大

陸上的新詩活動幾要斷絕，「承繼中國新詩命脈的責任，落到了海外（自由地區）文壇——落到

了台灣詩壇的肩上」。如此強烈的使命感，使《草根》審視台灣的詩壇概況時，提出了尖銳的意

見，認為自由詩體是這個過渡時期的最大功績，但是「放縱式」超現實主義的盲目西化，則過於

走火入魔了。是以《草根》的態度，在面對人生，反映民族；擁抱傳統，但不排斥西方；視創造

為最終目的，並將此精神獻給台灣。至於創作方向，說明詩想是詩的語言和形式的先決條件，要

避免文字的割離與造作，且應注重詩的音樂性。原本維持每月發行的月刊，在創刊三年後的第

37 期（1978.09）改成了雙月刊，到第 41 期（1979.06）便宣告暫時停刊了。1985 年 2 月《草根》

復刊出版第 42 期，重新以月刊的方式發行，過去裝訂成冊的詩刊轉變為對開海報的形式。復刊

的《草根》發表〈草根宣言第二號〉，定調「專精」、「秩序」兩個探索方向，同時強調「心懷

鄉土、獻身中國、放眼世界應為中國詩人共同的抱負」，在創作方面也闡揚資訊工業與電腦應用

的重要性，「面對此一傳播媒介的革命，詩人應該把詩的思考立體化，把此一新的傳播方式納入

構思體系」，帶起了日後後現代主義的詩學主張。可惜好景不長，1986 年 6 月出版第 50 期後，

《草根》便正式劃上句點了。停刊的原因不外乎是一直以來所存在的經濟問題。《草根》的崛起

到殞落，已為七○年代的詩壇寫下輝煌的一頁，同時亦完成了鍛接時期的階段性任務，如同〈草

根宣言〉裡的申明：「我們是新生的一代，是戰後的一代。但我們寧可成為鍛接的一代，去完成

革命時代及過渡時期的前輩所未完成的鍛接工作，以我們的詩篇，來鍛接中國的過去，和未來的

中 國 。 」 以 上 見 逸 華 ， 〈 書 蟲 絮 語 ： 雜 誌 收 藏 因 緣 （ 七 ） 〉 ， 茉 莉 二 手 書

店：http://www.mollie.com.tw/P2-column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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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歷史縱的繼承，和西方文學橫的移植，二者交互運用下，發展今後的方

向」。「草根詩社」自始自終努力要達到「讓詩大眾化、生活化」，他們大力鼓舞

詩友們，從日常生活出發，發掘詩的題材，掌握語言文字的精美。於是他們寫飲

食，寫男女，寫市井人物，寫坐辦公室的受薪階級，也寫匆忙於台北街頭，搶生

意的計程車司機。這段時期，他們提倡白話文寫傳統的新年春聯，舉辦朗誦會，

嘗試詩歌與音樂的結合；又舉辦詩與日常生活作品聯合創作的「詩生活展」，在

台北市最大的台灣省立博物館，公開展出，16並在電視、電台上向大眾介紹新詩。 

 

對於現代詩虛無傾向的反叛，也使張香華的詩作逐漸由夢幻天使貼近現實人

生，她說：「我深深感到，與其做一個荒誕離奇、脫離現實世界的詩人，不如踏

踏實實的生活。生命的詩篇，應該是有血有淚，可歌可泣的。」17那是張香華詩

創作和活動最頻繁的一個階段，也是她詩風改變的一大轉折。奠定她詩人地位的

詩集《不眠的青青草》基本上就是這一時期的作品。張香華也成為七○年代台灣

新詩由虛無走向現實這一詩潮轉折的重要詩人代表之一。18 

 

 

執編《草根》以後，是張香華創作最多的激情噴發時期。新的詩歌觀念的

確立，使她早期壓抑心中的渴望，找到了揮灑的廣闊天地。她從日常生活

中發掘詩的題材，使自己的詩生活化和大眾化。她所關切的世界顯然更廣

闊了。整個藝術傾向反叛著現代詩那種夢幻般的對現實的超越，而是對現

                                                 
16 「草根詩社」曾於 1986 年 9 月 3 日至 9 月 7 日，在台北「春之藝廊」舉辦別開生面的新詩發

表，此次發表帶給國內詩界蓬勃朝氣，張香華即是此次活動的推動者，她邀請了十餘位詩人，用

他們自己的聲音及感覺，吟誦出當年的作品，定名為「詩的黃昏」及「詩的夜晚」，歷經四小時

完成，場面溫馨感人。張香華也特別於活動中提到：「投下那麼大的心血與精力，目的只有兩個：

一是肯定這些詩人為中國新詩付出的努力，另一則是對中國的新詩，做一次嚴肅的檢討及再出

發。」頗能與其詩觀相呼應。參閱楊文娟編，〈下篇，詩路之旅〉，《她的人，她的詩》，頁 152～

154。台北：星光出版社，1992。 
17 參閱張香華，〈一個台灣新詩人的成長—在愛荷華國際作家寫作計畫提出的報告〉，《愛荷華詩

抄》，頁 17~30。台北：林白出版社，1984。 
18 見劉登翰、朱雙一，〈奔向大海的生命河流—張香華論〉，頁 307～312。《彼岸的繆斯》，南昌：

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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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尤其是底層現實人生的貼近。張香華以及她同期詩人的這種藝術思

潮的變化，對於調整台灣詩歌運動偏離現實的弊端，無疑有著深長的意

義。張香華這一時期的創作超越了個人的經驗世界，把自己對生活的期

許、對理想的追求，轉化成一片溫柔的詩心，關懷現實、關愛人生。飲食

男女、生老病死、市井鄉野、世風民俗等嶄新的題材，給張香華的詩歌注

入了新鮮的活力，於是，出現在詩人筆下的現實生活變得生動具體而又親

切自然。……值得注意的是張香華在平凡的生活、在普通人的心靈中找到

了藍色的詩意，她以全新的情感態度為理想和現實重新定位，她的理想、

她的夢幻、她的藝術，在現實的土壤中找到了落實的根基，而現實生活也

由於滲透了詩人的理想和追求獲得了審美價值。當張香華唱著她的歌走向

人生的地平線時，她的胸襟變得博大而開闊。19 

 

 

這種「超越了個人的經驗世界」，向「底層現實人生的貼近」的寫實詩觀，

和「讓詩大眾化、生活化」的理念，自此之後便貫徹在張香華的創作中。她抒寫

內心的血和淚，她追求藝術，尋覓詩歌，找尋自己的理想和寄託，用自己的純情，

建造了一個情感王國，讓人呼吸著真情的安謐和醇香，也使她的胸襟變得博大而

開闊了。20 

 

張香華這段時期的詩作以《不眠的青青草》為代表，這是張香華的第一部詩

集，收集了 1958 年到 1978 年間的作品，也記載著詩人苦痛心靈的一片柔情。它

的內容展現出一位愛生命、敏感純真的年輕詩人，以纖細的情感去體會生命的痛

苦和歡樂的過程。在這本詩集中，讀者極易感知她充沛奮發的生命力，輕盈幽美

                                                 
19 見薛晨曦，〈擁天外的藍於溫柔的詩心—讀張香華詩集《千般是情》〉，《台港文學選刊》第 11

期，頁 86～87。福建：1991.11。 
20 見黃子建，〈真情〉，原題為〈真情的歌－張香華詩評介〉，載於《世界日報》，菲律賓，1990.2.28。

後收入楊文娟編，《她的人，她的詩》，頁 197~210。台北：星光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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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夢幻，及細微的寂寞與迷茫；這些作品中既有對真與美的執著，也有對現實世

界不完美的失望，因而或展現出個人的內心世界的侷促，或者轉向純樸的自然尋

求慰藉。而「一顆關懷大千世界的心」則呈現出她對國家社會的關懷和批判，而

這一特色，正是她不同於其他詩人的人道關懷： 

 

 

張香華早期的創作，表現出鮮明的對自己內心世界進行剖析，並轉化為一

種委婉傾訴的抒情特色。她的詩歌的抒情世界是她自己，借助對於自己內

心世界的渴慕、追求、困惑不滿以及各種憂怨喜樂，來折射她所生存的外

部世界的人生。這使她的藝術風格充滿了女性詩人的敏感、細膩和委婉。

儘管她有時也借助意象的暗示和象徵，以及語言構成上的矛盾、對峙、歧

義等等現代藝術手段以體現詩的藝術張力，但她不同於晦澀和虛無的某些

現代派詩人的是，透過她內心所折射出來的外部世界是一確切明朗的—— 

儘管充滿了困惑和不足的現實人生，她也不同於同時期某些只把敏銳感性

的詩心侷限於愛情這一個人天地的女性詩人，她所抒寫的是一顆關懷大千

世界的心靈，是內心渴慕、追求的目標與現實無法彌合的困惑和矛盾。21 

 

 

當然，創作傾向的轉變和題材現實感的增強，並不能完全等同於藝術的創

造，而這也帶來張香華後來創作的一些複雜現象： 

 

 

她的一部分作品藝術上有著較好的體現，例如〈報紙〉，詩人借一張隔夜

的報紙上所刊載的各種社會新聞，從迷路失蹤的男童，到鋃鐺入獄的某

                                                 
21 見劉登翰、朱雙一，〈奔向大海的生命河流—張香華論〉，《彼岸的繆斯》，頁 307～312。南昌：

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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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映照了大千世界的廣闊時空；而這張攤開肢體躺臥馬路被載貨的空卡

車輾過的廢報紙，又被清潔女工掃進廢紙堆，紛紜大千的瞬息消亡，透過

詩人巧妙剪輯的這一畫面的批判，有著深長的寓蘊。而有一部分作品，則

被冗贅的事件細節所牽絆，缺乏剪裁和特殊觀照的藝術角度，就顯得蕪雜

冗長。倒是有另一類作品，詩人承繼著抒寫自己內心細膩感受的特長，來

觀照現實人生，便有著強烈的藝術感染力，例如〈碧潭流泛〉詩中處處顯

露著詩人對這一方山水具有獨特感受的鍾情和神往。詩人看似不經意間的

對都市社會破壞自然生態的批判，就顯得特別深摯有力。……無需諱言，

張香華早期的作品，比起她後來的作品來，藝術上的功力還顯得不夠，還

存在著一些比較粗糙的毛病。注意詩和生活的結合是完全對的，但對生活

詩化和藝術化的火候不夠，就會影響到作品的質量。……我們不是說張香

華的早期作品缺乏藝術，只是在追求內容的同時，藝術上的提煉還嫌稍稍

欠缺。這或許是所有詩人早期作品的一個通病，是一種缺少藝術累積的表

現。22 

 

 

雖然劉登翰、朱雙一認為張香華此時期的詩作在語言和意境都尚未成熟，尚

未臻完美之境，但若由另一角度來看，張香華對國家社會的使命感卻是值得肯定

的，她能夠從沈重的感情桎梏中超脫出來，能夠「從飽滿的人生閱歷中，汲取創

作的經驗，從坎坷的現實路上，挖掘創作的素材。以淡淡的笑容忘掉了從前」23，

進而「關懷大千世界的心靈」，能夠「不同於同時期某些只把敏銳感性的詩心侷

限於愛情的女性詩人」，這些特質絕對是值得肯定的。而這一思想與藝術的成熟，

果然使張香華蛻變成了一棵關懷現實的碧樹。她要成長為豐茂的碧樹，去擁抱蔚

                                                 
22 見劉登翰、朱雙一，〈奔向大海的生命河流—張香華論〉，《彼岸的繆斯》，頁 307～312。南昌：

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6.12。。 
23 見張默，〈我是你的第幾片凋零—張香華的詩生活探微〉，《聯合文學》第十三卷第十期，頁 154

～160。台北：19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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藍的生活；她要使自己的藝術源自於「汩汩的血泉」，要「繁複的葉掌、枝柯」

誠摯地紮根在現實的土壤，並且拓向生活。這個早期曾被評論家稱為「夢幻天使」

的詩人，成功地走出了夢的象牙之塔，展現對人生的關懷與思索；她注意內容上

和思想上的追求，表現出要拯救台灣深深被吞沒的使命感，表現出要讓詩去擁抱

生活、擁抱人民的責任感。處在當時的歷史背影下，張香華和她的伙伴的這種追

求，當然是具有深刻的眼光和歷史意義的，他們的努力和貢獻，當然應該記入台

灣文學史中。24 

     

 

第二節   1977~1990：婚後的拓展   

     

一、與柏楊締結良緣 

 

張香華是一個既傳統又現代的女性。說她「傳統」，是指她擁有中國傳統女

性賢妻良母的美德；說她「現代」，指她具有現代女性的獨立人格和現代意識，

一旦發現婚姻的不幸和謬誤，便果斷地衝破羅網，追求新的生活。25自臺灣師範

大學國文系畢業後，張香華便投入教職並扮演妻子、母親的角色，然而，教職工

作與第一段婚姻讓張香華無暇顧及詩興，而生活中的細瑣與夫妻間日漸增加的隔

閡，使得她在種種因素下辭去了工作，也結束了第一段婚姻。此後張香華便專心

在復刊的《文星》雜誌擔任詩頁主編，並在 1977 年結識甫剛出獄的柏楊。26對張

                                                 
24 見古繼堂，〈碧樹，是她的思索〉，收入楊文娟編，《她的人，她的詩》，頁 211~236。台北：星

光出版社，1992。 
25 見熊國華，〈論張香華的詩〉，《珠海雜誌》第 4 期，頁 112~116。珠海：1996.11。 
26 柏楊，原名郭定生、後來改名郭立邦、郭衣洞、再以柏楊，人多稱為柏老，河南輝縣人，生

於 1920 年，卒於 2008 年 4 月 29 日。他自小坎坷，成長時缺乏家庭溫暖，求學過程困頓不斷，

又遇到中國的戰亂歲月，大半生顛沛流離。1949 年他 29 歲時來到台灣後，先因為收聽大陸廣播

而被關七個月，1968 年他擔任台北《自立晚報》副總編時，翻譯了從美國進口的連環畫《大力

水手》，其內容是講述父子二人由內陸逃到一個小海島上，在那裡建立了一個獨立王國，為競選

總統而爭權奪利。這則漫畫被人告密為影射蔣介石父子，於是柏楊便因「共產黨間諜」和「打擊

 23

http://www.contentinside.net/redirkey.aspx?wid=14&kw=%25u6210%25u9577
http://www.contentinside.net/redirkey.aspx?wid=14&kw=%25u5BB6%25u5EAD
http://www.contentinside.net/redirkey.aspx?wid=14&kw=%25u4E2D%25u570B
http://www.contentinside.net/redirkey.aspx?wid=14&kw=%25u5927%25u9678


香華而言，人生中最大的快樂與幸福便是與柏楊認識，進而結婚，互守終生，這

是她人生的第三個轉捩點，也就是張香華的第二個十九歲。 

 

1974 年，張香華在建國中學講授潑辣文章時，曾給學生介紹過柏楊。同年 5

月 18 日，囚於獄中的柏楊，在《青年戰士報》副刊上讀到張香華發表的〈水銀〉

27、〈三號模特兒〉28、〈秋日‧紫薇〉29三首新詩，對詩中「可以聽到地下種子抽

芽的聲音」的警句非常欣賞，並深刻地記在心裡。這不僅打翻他從前對新詩的看

法，30甚且難得的將這三首詩剪輯收藏。1976 年，張香華與前夫離婚。次年春天，

柏楊釋放回臺北，在一個聚餐性的宴會上，從未謀面也沒通過信的張香華和柏楊

偶然相遇，兩人都充滿了相見恨晚的喜悅。這其中，柏楊的才華、氣質、人格，

和張香華的正義感、同情心（兩人都有童年喪母、受繼母歧視虐待的相同經歷）

起了重要作用，而柏楊的才華與人品、辦事的高效率和可觀的寫作量都令張香華

傾慕不已，她在文章中，暢敘了她對柏楊的傾慕與熱愛，並描述了當時的心情：

「深入的瞭解一個人並非難事。柏楊給我的印象，隨著頻繁的接觸而逐漸改變。

初識時候的風度翩翩，已經慢慢褪去。代之而起的是堅定，硬朗，而意志昂揚。

之後，他的風貌一直在變，我不斷的發現他無數個另一面。」31、「他辦事效率之

高，寫作量之大，讓我驚詫。許多次相聚歸來，捧著他十年前所著的一疊疊厚重

                                                                                                                                            
國家領導中心」的罪名被捕，而遭羅織入獄 9 年又 26 天。出獄後的柏楊耿介依舊，直言依舊，

只是勇氣和骨氣被地獄之火淬鍊得更加堅硬。他的理念始終一貫，堅持人的尊嚴與自由意志不容

侵犯，認為權力的集中必然導致濫權與悲劇，他面對權貴時始終不卑不亢，從不曾讓自己評量的

標準有些許搖擺妥協，更不曾對權力有一絲討好。柏楊一生著述豐厚，《柏楊版資治通鑒》在台

灣被譽為最有價值和最暢銷的一部書，《中國人史綱》被列為對社會影響力最大的十部書之一，《醜

陋的中國人》是 80 年代具有廣泛影響和批判意義的書籍之一，這本書中裡形容的「醬缸文化」，

是至今對中國民族性最為深刻的剖析之一。他一生為人權奔走，是著名作家、人權鬥士、政治受

難者和歷史學家。 
27 見張香華，〈水銀〉，《不眠的青青草》，頁 88。台北：星光出版社，1978。 
28 同註 28，頁 151。 
29 同註 28，頁 132。 
30 張昌華著，〈「茶，不說話」—我所知道的張香華和柏楊〉中說：「柏楊曾寫過一篇《打翻鉛字

架》小品文章嘲諷新詩的晦澀難懂：有個詩人結集其作品送交印務館，豈料排字完畢即將下版印

刷前夕，工友不慎打翻了鉛字架，字粒散落滿地，他臨急生智，拿掃帚收拾地上鉛字糊弄亂排，

翌日付梓出版，果然裝釘成冊。」見張昌華著，〈「茶，不說話」—我所知道的張香華和柏楊〉，《書

香門第叢書：書香人和》，頁 83～9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31 見張香華，〈只緣身在此山中〉，《星湖散記》，頁 155～181。台北：林白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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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書籍，每次，我都有豐收的喜悅。認識了他，使我有種目不暇給的充實感，我

不再感到孤絕。」32然而，與柏楊結婚的決定卻受到大家的質疑： 

 

 

一九七七年，我個人生命起了一個很大的轉折，因為我和一位才自火燒島

長期囚禁後，被釋放出來的人結了婚。這位剛出獄的人－柏楊，當時是一

個所到之處，彷彿連空氣都帶痲瘋病菌的人，幾乎人人走避。連平時對我

很友善的朋友，也忠告我說：這個人的思想的確有問題，妳要多考慮。從

此也淡出了我們的生活圈。我卻偏偏左看右看，也看不出他的思想有什麼

錯誤，言論有什麼叛亂之處。我覺得這個人勇敢、正直、真摯、熱心。我

不懂這樣的人被冤屈了這麼長一段時間，為什麼社會還要打擊他、排斥

他。於是，心一橫，就決心嫁給他了。我完全不能接受一個政府怎麼可以

這樣凌辱迫害一個思想正直、心靈健康的人？我也完全不瞭解自己這項決

定，其實是對當時政權、甚至對大眾的公然挑釁。33 

 

 

張香華對於婚姻人生是富有智慧與勇氣的，她感受到：「這個人是不能錯過

的，他的速度太快，效率太高，他不會在你面前再三徘徊。」34因此，不顧親友

的反對，主動以「閃電接觸、閃電戀愛、閃電結婚」的方式嫁給了比她大二十歲、

坐過九年牢的「危險人物」，度過了數十年幸福相持的婚姻生活。歷經人生道途

上的顛仆之後，他們更能珍惜彼此的緣分，並化為生活與寫作的助力，她成為柏

楊的賢內助，當柏楊眼內出血，幾乎喪失視力時，她總是守候在丈夫身邊，充當

柏楊的「眼睛」。她不惜推辭甚至放棄自己的一些寫作計劃，幫助柏楊整理資料，

完成《資治通鑒》的校訂。柏楊繼 1994 年 6 月心臟手術後，身體大不如前，每

                                                 
32 同註 32。 
33 見張香華，〈只緣身在此山中〉，《星湖散記》，頁 155～181。台北：林白出版社，1988。 
34 同註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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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大手術，張香華都連續數月來回奔波，悉心看護柏楊，有時甚至連自己也累倒

卻無怨無悔，她無限珍視同柏楊之間因飽經磨難而結為姻緣的情感歷程，並以持

續不斷的努力來鞏固這份情感，正是張香華這種大海般的深情，使柏楊「幾乎到

了一刻不能沒有她」的地步，而柏楊的滿足，也是張香華的幸福。 

 

張香華在寫作中和日常生活中，都沉浸在充滿真情、愛情、詩情的境界裡。

在〈單程票——給柏楊〉35裡，張香華為這詭變的人世印證出愛情的尊嚴與可貴：

「我們都是行路難道上／苦絕的畸零人」，不僅今生今世「我們倆注定會守望到

／北極星的懸升／在命運蒼茫的曉色裡」，而且「如果能為來生訂座／請預購兩

張單程票／早早攜我飛越三江五湖／縱橫七海／到碧天的高處／到黃泉的幽

冥」。她將人生喻為是單程票，一往無前，一去不返，生動而深刻地描繪了人生

旅途的險惡，以及她和柏楊在任何險惡的情況下，願意同命運、共呼吸的決心。

又如〈一件紅絨衫〉36詩中所寫的： 

 

 

妻子和丈夫 

像水融進空氣 

緊密依傍，混沌彌漫 

相約 

世世生生，共渡長生。 

 

 

這種用生命寫成的殉情詩，這種生死不渝、不惜犧牲一切的愛情，是高尚而

美麗的。認識柏楊之前，張香華「生活天地很小，教書生涯，除了課本之外，就

                                                 
35 見張香華，〈單程票——給柏楊〉，《不眠的青青草》，頁 100。台北：星光出版社，1978。 
36 見張香華，〈一件紅絨衫〉，《愛荷華詩抄》，頁 69。台北：林白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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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學生，其餘有一點空閒時間，徜徉在詩歌音樂的雲天霧地理，和生冷僵硬的現

實社會，有一段遙遠的距離。」37嫁給柏楊之後，情感的安頓與依歸，對彼此才

華的相知相惜，讓張香華終於不再顧忌詩興無法得到發揮，反而開啟她更形豐富

的創作之路，而夫妻間動人真摯的深情也成為張香華詩作中重要的主題，一首首

膾炙人口的愛情誓言，也是她獻給自己摯愛的丈夫柏楊的。 

 

二、「愛荷華國際作家工作坊」的拓展 

 

1984 年，張香華受邀至愛荷華，參加「愛荷華國際作家工作坊」的國際作

家寫作計劃，數月愛荷華生活，給張香華很大影響。天地更廣、世界更大，詩人

無盡感慨，詩風也為之一變。38她廣泛地接觸來自世界各國的作家，努力瞭解他

們各自處境，尤其在本國受迫害的作家，也加深了對不同制度、膚色、人種之間

的理解。她由個人生活的小天地走向了廣闊的社會生活，創作了一批有影響的作

品，也開啟詩作的多向性與國際觀。這幾個月她完成了第二本詩集，並提交了一

篇重要論文和五個長篇訪問記。這是張香華的第二個創作高峰期，也是張香華創

作的轉型時期。 

 

這個時期張香華的詩作以《愛荷華詩抄》為代表，這本詩集有不少寫海外的

感受，也有與美國人接觸的感想，有一部分懷念親情的作品〈母親〉39、〈童年〉

40、〈手足〉41等顯得格外動人，而表現異域生活的作品〈火警一起〉42、〈夜在愛

                                                 
37 見張香華，〈只緣身在此山中〉，《星湖散記》，頁 155～181。台北：林白出版社，1988。 
38見黃子建，〈真情〉，原題為〈真情的歌－張香華詩評介〉，載於《世界日報》，菲律賓，1990.2.28。

後收入楊文娟編，《她的人，她的詩》，頁 197~210。台北：星光出版社，1992。 
39見張香華，〈母親〉，《愛荷華詩抄》，頁 101。台北：林白出版社，1984。 
40同註 40，頁 109。 
41同註 40，頁 113。 
42同註 40，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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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華〉43等，則展現她對素不相識的人充滿關愛；在〈不抱怨〉44一詩中，詩人

慨嘆中國人是「一頭病變千年的神怪」，盼望著「什麼時候，中國人／把身受的

傷殘、凌辱、毒害／像成熟的創口，放出」，將「化膿的血水，沉澱為／清溪，

流過錦繡的大地」，表現出對國家和社會的深切關懷。在〈痛快的哲學〉45表現中

國人的命運，就十分具震撼性。詩人環視中國人的幾千年歷史，不禁發出沉重的

嘆息，中國人的噩運是「漫漫無盡、綿綿不絕的藤蔓」，中國人的意志在「黑色

的土壤下」曲屈奮戰，雖然往往「信仰剛萌芽，就遭到蟲害」，甚且「千萬人血

流成河，屍積如山」、「難產、死胎」；然而，「每一位由災難存活過來的中國人」

都是「卑屈而又尊榮」的，他們如同「萬年長青的藤蔓」能夠「悠悠生死，漫漫

屈伸」，能夠「隨時隨地可以死亡，又可以復甦」，以無窮的生命力頌讚中國人民

堅韌的民族性。這些獨特新穎的比喻和略帶自嘲調侃的筆調，也滲透著詩人對民

族苦難的悲憫和思考。46如果說在《不眠的青青草》時期，張香華對社會問題的

關注還比較簡單表層的話，那麼《愛荷華詩抄》裡，她已切入到民族歷史文化的

深層思考，她不僅使自己的詩從夢幻趨向現實，由自我拓向生活，與大眾溝通，

與社會相連；也由主觀心象的抒寫，轉向更多客觀現實的描繪，同時，還由國內

推向世界，她讓我們看到了國外的社會人生。47 

                                                

 

三、「千般是情」的展現 

 

八○年代後期至九○年代，張香華的生活視野和藝術視野日漸開闊，在創作

上又發生了新的變化，使她的詩既有深厚的生活基礎，又有高超的藝術表現，思

想和藝術達到了較好的統一，風格也轉向溫婉、淡雅。481987 年出版的《千般是

 
43同註 40，頁 91。 
44同註 40，頁 53。 
45同註 40，頁 77。 
46 參照熊國華，〈論張香華的詩〉，《珠海雜誌》第 4 期，頁 112~116。珠海：1996.11。 
47 見胡凌芝，〈殷勤的尋夢者——張香華詩歌藝術透視〉，《作家報》，山東：1994.5.14。 
48 見古繼堂，〈碧樹，是她的思索〉，收入楊文娟編，《她的人，她的詩》，頁 211~236。台北：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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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是體現作者人生信念的詩集，她認為「在人的一生中，愛，最珍貴，也最困

難」、「情之為物，小，可以憐花惜鳥；大，可以愛家國、關懷天下。」49詩人以

一種純潔、執著的愛心抒寫一草一木、平凡小事，展現心靈的細微波瀾：如〈原

子筆〉50將「用慣的一管原子筆」比喻婚姻，它似乎俯身可拾，但「找不到時／

翻遍書桌抽屜，打開皮包／彷彿遺落了你的存摺」，將婚姻比作原子筆、比作「一

種執拗的小脾氣」，不僅意象新穎，也展現了詩人的人生體驗；〈杯〉51一詩中以

杯子象徵著人性的變形和扭曲，也寫盡了人們借酒澆愁的酸楚；〈壼〉52一詩中，

描寫水在流落浪跡之後「來到人聲沸騰的市井」，卻已無從選擇「投奔的對象」

只好「在壼裡／把蒼涼的身世，煎熬成／悲歌」，幾筆寫來餘味無窮，道盡下層

人民的苦難生活。《千般是情》中的作品篇幅較為短小，襯托出詩人技巧的純熟，

至於觀物體情，當然也愈豐富而有創見。53 

 

從浪漫，率真的情感世界到苦澀的人生，從寧靜、安謐的自然到千奇百怪的

現實。張香華以心象熔鑄物象，達到主觀與客觀交融，這種以靜寫動，以閑寫愁，

以攀援途中的小憩寫人生之旅的艱辛，以超然灑脫的筆觸寫人到中年的感慨，格

外厚重，富於表現力，標誌著詩人技巧走向純熟。正如聶華苓所評價的：「香華

早已衝出象牙塔外，在大千世界中，在血腥的二十世紀，努力用詩的語言和『人』

的愛心，來抒寫詩人種種情懷。」54張香華由內在外爍出來的光彩，是理性和感

性的融合，使她的詩風趨向深邃圓融，呈現出一種淡泊凝重風格，55也使她逐步

                                                                                                                                            
光出版社，1992。 
49 見潘亞暾，〈乍現的星〉，原載於《文匯報》，香港，1990.4.8，後收入楊文娟編，《她的人，她

的詩》，頁 165~172。台北：星光出版社，1992。 
50 

見張香華，〈原子筆〉，《千般是情》，頁 8。台北：漢藝色研出版社，1987。 
51 同註 51，頁 44。 
52 同註 51，頁 52。 
53 見歸人，〈張香華的「情歌」－我讀《千般是情》〉，原載於《文訊》第 33 期，台北，1987.12，

後收入楊文娟編，《她的人，她的詩》，頁 155~164。台北：星光出版社，1992。 
54 見聶華苓，〈這不是序〉，收入於張香華著，《愛荷華詩抄》，頁 3~11。台北：林白出版社，1984。 
55 見黃子建，〈真情〉，原題為〈真情的歌－張香華詩評介〉，載於《世界日報》，菲律賓，1990.2.28。

後收入楊文娟編，《她的人，她的詩》，頁 197~210。台北：星光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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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臺灣女詩人中民族感、歷史感最強的詩人之一」。56 

 

第三節   1990~至今：人道關懷的突顯 

 

一、人權活動的參與 

 

除了詩風的拓展之外，張香華受到曾長年受政治獄壓迫的柏楊影響，對國際

特赦組織保衛人權的印象鏤刻在心，並於九○年代初期積極投入人權工作。1990

年 1 月，張香華和幾位好友成立「國際特赦組織台北第二組」並擔任召集人與「國

際特赦雜誌」創刊號總編輯。這是以倫敦為總部的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部的工

作，目的為宣揚人權理念，以和平手段參與拯救國際的「良心犯」57，他們陸續

主辦了許多活動，使國際特赦組織的和平理性形象開始在國人心中呈現。58張香

華全心投入，曾聲援過南韓、緬甸、秘魯等國的良心犯，她說：「原本遙不可及

的國家，經長期寫信聲援，都變得親切極了。我現在真正感受到『四海之內皆兄

弟』的意義。」591994 年 2 月，在陳宏正、王榮文、周碧瑟、陳正煒、楊啟航協

助下，人權教育基金會正式成立，5 月，國際特赦組織中華民國總會(AI Taiwan 

section)成立，內政部及倫敦總部都派專人出席，柏楊當選為首任會長。當時的司

法部長馬英九致詞時說：「我們已由人權輸入國，變成人權輸出國。」外電傳出，

受到國際讚揚。60這段經歷是張香華相較於其他女詩人不同之處，她開闊溫暖的

                                                 
56 見古繼堂，〈碧樹，是她的思索〉，收入楊文娟編，《她的人，她的詩》，頁 211~236。台北：星

光出版社，1992。 
57 良心犯，指不從事暴力的異議分子。 
58 1990 年 3 月 8 日婦女節，他們在台北頂好廣場發動簽名，呼籲營救緬甸、秘魯等國女性良心

犯。6 月，柏楊、香華同赴舊金山，參加 The Wheatland Foundation 主辦的國際作家會議，在會議

中各國作家聯名致函中共，呼籲釋放被捕的上海作家王若望先生，會後轉赴西雅圖出席「美東華

人專業年會」，柏楊講文學，張香華講詩，而全體華人菁英再度簽名請求中共釋放王若望先生。7

月，出席在曼谷召開的國際特赦組織亞太區會議。11 月，國際特赦組織倫敦總部及香港分會負

責人來台訪問，台北一、二組舉辦「人權海報，錄像帶及書展」、「死刑存廢座談」演講等。 
59 見許月瑛，〈張香華投身國際人權組織，聲援各地良心犯〉，《亞洲週刊》，香港：1991.1.6。 
60 見野曼，〈歐行紀事〉，《華夏詩報》第 90 期，廣州：199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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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精神，也與她之後往來於東歐的剛毅熱忱相互呼應。 

 

二、東歐詩情的感動 

 

頻繁的社會運動後，張香華又悄悄地回到原點——與詩與歌對話的地方。那

時，柏楊的白話《資治通鑒》已將完稿，為了人權積極奔走的活動卻正開展，張

香華在人聲沸騰後，意識到生命苦短，時間的侷限，而憂國憂民的情緒不能再充

塞兩人的世界，她慢慢地要找回自己。1991 年 10 月，對東歐情況了解甚少的她

偶然來到貝爾格萊德參加「國際作家筆會」，本來這裡只是她那趟歐洲之旅中臨

時增加的一個驛站，沒想到這不經意的涉足，竟使她與這塊土地結了緣，開始了

她「夢幻般的詩路之旅」：61  

 

 

一粒種子落在巴爾幹半島上，發芽、抽長、茁壯、結實，純屬偶然。但是，

此後這塊土地上的動靜，變成我生活的焦點。它激發我在寫作上開闢一個

新的空間，使我開始撰寫這一系列的文章與詩篇，並開始了她與南斯拉夫

文化界的交流。62 

 

 

這是張香華另一個轉捩點。她說，是貝爾格萊德那濃厚的文化氛圍吸引著

她，是南斯拉夫人純潔的友誼感動了她。即便是在受全面制裁、經濟瀕臨崩潰的

時候，他們依然保留著自己的人格尊嚴，並崇尚詩文和美麗，這使得喜愛詩的張

香華感動不已： 

 

                                                 
61 見吳鈴嬌，〈張香華浪漫情懷如絲似暖酒〉，《時報周刊》第 976 期，頁 92～93。台北：1996.11。 
62 見古繼堂，〈詩歌翻譯的魅力—評南斯拉夫詩選《我沒有時間了》〉，《中央日報》，台北：1998.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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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拉夫是東歐一個多災多難的小國，近年來不曾中斷的戰爭，把這個國

家勤勞、善良的人民，拖入了一片血腥戰火之中。他們經歷了難以想像的

悲痛和苦難，這個國家的人民是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戰中，經過反法西斯

戰爭考驗的，是經過無數次生存掙扎鍛鍊出來的。他們不但有鋼鐵一般的

意志，而且創造了燦爛的文化。詩歌就是他們民族文化的精神。這個只有

一千多萬人口的國家，卻擁有眾多詩人。在南斯拉夫，詩歌是最普遍的文

學體裁，文學獎中以詩歌獎最多。從事創作的人，半數以上是詩人。這些

詩人多數是從殘酷戰爭和苦難生活的高溫與苦液中冶煉出來的，南斯拉夫

的詩人們，除了譜寫哀傷、悲壯、憤怒的歌聲之外，美好的生活也是他們

馳騁才華的場所。因為人類生長在世上，是為了幸福，而不是為了悲痛；

是為了創造，而不是為了死亡。他們在那麼困難的情況下，居然還出版中

國的詩。你可以想像一下，在炮火中讀詩是什麼感覺，尤其是讀中國詩人

的詩。63 

 

 

因為對南斯拉夫人「鋼鐵一般的意志」與「在炮火中讀中國詩」的精神感動，

張香華由偶遇南國的絮念轉為情繫南土的心情，她體會「文化藝術沒有國界，只

有人道」，開始想為這些被兵燹與窮困纏繞的人們做些什麼。她首先譯介了兩本

南斯拉夫詩人的作品《乘著光的梯子下降》及《溫馨的邊緣》，而後收集了中國

大陸、台灣、香港當代有成就的名家名作，在貝爾格萊德出版塞爾維亞文的《中

國當代詩選》， 1994 年，這本詩選又譯成羅馬尼亞語並且首次進入國際電子網

絡，使南斯拉夫人開始在隆隆砲火中讀現代漢語詩，在民生凋敝的苦寒環境裡，

開墾著一塊陌生的文化疆域。這是自 1923 年南斯拉夫第一本中國詩集《中國詩

選》問世後的第七十年，足足七十年的等待，張香華的《中國當代詩選》反映了

                                                 
63 見江亞平，〈南斯拉夫情結—訪台灣著名女詞人張香華〉，《環球雜誌》，頁 28。香港：199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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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拉夫人民對中國人的綺想。64 除了翻譯與編選詩集之外，張香華的詩作也感

動了外國的讀者，1999 年，南斯拉夫Belgrade市立圖書館出版了張香華的詩作並

命名為《淚滴》，館長西蒙‧巴比奇在該書的序言提到張香華的貢獻： 

 

 

自一九九一年第一次訪問貝爾格萊德以來，她就一直關注著發生在南斯拉

夫國土上的一齣齣悲劇。她的內心為南斯拉夫人民所遭受的深重災難感到

極度痛楚。《淚滴》一書不僅僅是她新出版詩文合集的標題，還象徵著道

德和靈魂走向墮落的世界，人世的悲劇和不幸。這是一滴生活在另外一個

世界的詩人靈魂之窗上的「淚滴」；也是一個個性鮮明的靈魂，面對新時

代和新文明所帶來的成果和糟粕，眼中流出的淚滴。這本書，更是通過我

們處身的世界，對當今的時代進行了思考和反省。張香華通過自己的感

受，對這個大千世界作了靈魂和生活的透視，並試圖從中找到它們彼此的

內在關聯，她懂得語言是人類靈魂最深刻的棲息地，只有通過詩的語言，

才能進入靈魂深處。只有這樣一步一個足印，才能抵達並揭示人性的深刻

本質。順著這種生活和創造的哲思，香華才會在這塊南斯拉夫的土地上，

通過親自接觸當地人們的生活，通過一次次的文學筆會，以及對南斯拉夫

中世紀修道院和文化古蹟的訪問，最後找到南斯拉夫與中華民族從古老到

現化文化特質中，息息相通的美麗和深刻。香華的詩歌和書中用抒情、記

敘和談述等文體表達出來的內容，已充分展示了《淚滴》一書的價值和我

們出版此書的原因。65 

 

 

「一滴生活在另外一個世界的詩人靈魂之窗上的『淚滴』；也是一個個性鮮

                                                 
64 

見陳靜瑋，〈情繫兵燹與窮困的疆域—專訪張香華〉，《聯合報》，台北：2000.2.17。 
65 見西蒙‧巴比奇，〈《淚滴》集世界靈魂和人生之眼〉，《中華日報》，台北：200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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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靈魂，面對新時代和新文明所帶來的成果和糟粕，眼中流出的淚滴」，它象

徵著人世的悲劇，充滿對人生的透視，只有通過詩的語言，才能進入靈魂的深處；

而這份「對這個大千世界作靈魂和生活的透視」、「揭示人性的深刻本質」，也展

現張香華心中本有的愛與熱忱，她的勇氣與真誠在南國戰亂時代奠定了崇高的意

義，美麗而深刻。 

 

三、新詩的交流與貢獻 

 

自此之後，張香華幾乎年年來往於國際之間，在國際詩壇的腳步越來越快。

她連續不斷地穿梭於漢城、馬尼拉、以色列、土耳其和貝爾格萊德、布宜諾斯艾

利斯、米蘭、巴黎、布達佩斯等國際文化大都會之間，這當然不是遊山玩水、旅

遊觀光，她似乎總有參加不完的各項文學會議和活動，66在這些國際間與世界性

的文學會議幕後，張香華總是辛勤不懈地致力於各國詩人作品的翻譯與交流。迄

今為止，張香華除了將自己的創作譯為外文之外，也翻譯介紹了十幾部外國詩人

的作品給華文詩壇和中國讀者，獲得廣大的迴響。67她不僅是一位出色的詩人，

還是一位精通英語、韓語、塞爾維亞語和羅馬尼亞語的語言奇才。語言上的便利

和對詩意的敏銳捕捉，使張香華在創作上及國際文學交流中相得益彰，在和其他

國家詩人的學習、切磋過程中，個人及詩作也獲得了新的起點。68她風塵僕僕的

步伐堅定而開闊，她曾說： 

 

 

他們（南斯拉夫人）在飽經戰亂之餘，尚且如此注重心靈及文化活動，而

                                                 
66 諸如：國際詩人大會、世界詩人大會、國際文學集會、國際作家會議、國際筆會等等，而且，

在貝爾格萊德舉辦的「十月國際文學會議」更是她幾乎每年都不能漏網的「保留節目」。 
67 總計張香華譯著外國詩人的作品共 7 本，在中國大陸出版的作品共 15 本，詩作的外文譯本共

14 本。詳見本論文之附錄部分。 
68 見韓斌，〈張香華——當代華文詩壇的女「外交大使」〉，《海口特區時報》，海口：199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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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則尚未提昇到重視文化的階段，我們的胸襟不夠開闊，經常只是在島

內製造問題紛爭，我們如果真正愛我們的本土，應該讓全世界瞭解、接受

並欣賞我們的美，這才是真正的大愛。69 

 

 

這是張香華全心投入國際文學交流活動所期望的成果，它的文化交流和傳播

意義，它鑄造的國際友誼意義，可能更大於自身的文學意義。張香華的詩風文采

與她的品行是一致的，她一無所求地為國際詩壇編印詩集，她廣闊的大愛和熱心

仗義顯示出人性的永恆美，深深感染了世界各地的讀者，令人感到非常的溫馨和

親切。70
她是菲華文藝之友，是所有來自台灣的作家中，最能以實際行動關切菲

華文藝的作家，是菲華文壇的恩人；71在南斯拉夫文化界裡，她是烽硝兵燹中從

天而降的觀音，給他們沈鬱苦悶的心靈灑下一片詩韻生機，72使南斯拉夫人用「絲

與暖酒」73讚賞她的義行，稱讚她為「南斯拉夫大使」74和「雪白無塵的繆斯」。

75為了褒獎她的卓越貢獻，美國舊金山的「國際詩人聯合協會」於 1992 年授予她

「國際桂冠詩人獎」，張香華不僅促進了國家間的文化交流和民族間的感情溝

通，尤其動人的是她對於芸芸眾生所展現的愛心。 

     

作為一位當代華文詩人，張香華對新詩的推廣可謂不遺餘力。她除了促進華

文詩歌走向世界之外，在國內她同樣為新詩的交流盡心竭力。繼 1986 年策畫主

                                                 
69 見郭玉文，〈榮耀台灣上空的雙桂冠光華〉，《自由時報》，台北：1993.2.10。 
70 見古繼堂，〈詩歌翻譯的魅力—評〉，《中央日報》，台北：1998.8.12～13。 
71 見蕉椰，〈又聞書香〉，《世界日報》，馬尼拉：2000.3.22。 
72 見林峻楓，〈冷空中的熱觀音—訪女詩人張香華〉，《青年日報》，台北：2001.1.18。 
73 絲代表中國文化，暖酒代表友誼。 
74 見韓斌，〈張香華——當代華文詩壇的女「外交大使」〉，《海口特區時報》，海口：1998.3.7。 
75 「你，秋水無塵／如畢加索筆下誕生的一只雪白的鴿子／橄欖枝曾與你結緣／為人間招來披

花的春風／也邀來迷人心竅的繆斯／晴朗的亞洲曾印下疊疊翼影／迷濛的東歐也有繽紛步履／

生命的空間／因而不斷延展／把多個繆斯的愛／化為人間瑰麗／最喜相逢貝爾格萊德／又看見

你雪白的羽翅／擁抱受難的土地／因為雪白的心靈／能向天下袒露／因為雪白的存在／把暗藏

的殺機暴露無遺／我們狂喜／擁抱了你的雪白／也擁抱了你瀟灑的旋律／人間愛雪白／有一朵

白焰／就將打開輝煌一宇／你就是雪白無塵的繆斯。」見野曼，〈雪白的繆斯：著名女詩人張香

華〉，《華夏詩報》第 90 期，廣州：199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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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詩路之旅——文星詩頁二十年回顧展」後，1993 年 1 月起至今，張香華更投

身廣播，於警廣每週日晚間九時四十分主持「詩的小語」節目，她用淺顯易懂，

深入淺出的方式告訴聽眾如何欣賞一首詩，希望帶動社會賞詩風氣，讓詩「大眾

化，生活化」。這種普及現代詩的方式是相當新穎的，同時也是富於挑戰性的，

工商繁忙、速食文化的時代，「詩的小語」寧靜致遠的扮演著傳播精緻文化的重

要角色，而這項全新的新詩推廣工作也獲得聽眾與讀者的支持與認可。76而後，

張香華不斷拓展詩的應用性，她還以多元媒體演繹詩的可能，將詩與音樂、合唱、

朗誦結合。1995 年，音樂家翁至鴻為張香華的詩作譜曲演奏，由張香華導讀朗

誦，出版了有聲書《茶，不說話》，使讀者能由音樂入詩，更貼近詩人和詩作的

內容。1999 年，在國家音樂廳與國家管弦樂團、實驗合唱團聯合表演「我愛的

人在火燒島上」，並以中、英、日文出版DVD、CD、Audio Tape宣揚至世界各地。

這一次次展現「詩‧聲音‧影像」的內容，使她獲得中華文化復興運動總會獎狀、

「五四文學交流獎」等獎項肯定，對於詩的傳播，是張香華承襲「草根」以來「讓

詩大眾化、生活化」的理念，亦可突顯她在詩壇上默默耕耘的用心。 

 

這一時期代表作品除了豐富的譯作與有聲書的出版之外，詩集《貓，你喜歡 

我嗎？》、《初吻》有更多伸向國際的視野，關懷國際民生，或者喝叱戰爭的詩作，

呈現張香華在詩作上的轉變與成熟，觀物體情也越為豐富有創見。張香華的詩筆

此時早已突破了國家、民族和人種的界限。她用一顆愛心擁抱世界，為世界和平

而奔走呼號。77〈從未沾水的火柴〉78寫出了她內心衝擊的力量：「戰爭一直不停

火，該怎麼辦？／貝爾格勒的空氣／花香消失後，剩下什麼味道？／庭院視野的

井乾了，盛水的／陶壺還有用？／……／讀詩吧！寫詩吧！／我是一支從未沾水

的火柴／輕輕擦亮我／我會點火，我會燃燒」，這不僅契合她的自喻「如果風不

                                                 
76 參照張香華，〈詩的小語〉，《警廣成立四十四週年紀念特刊》，台北：1998.3.1。 
77見熊國華，〈論張香華的詩〉，《珠海雜誌》第 4 期，頁 112~116。珠海：1996.11。 
78見張香華，〈從未沾水的火柴〉，《南斯拉夫的觀音》，頁 50。台北：圓神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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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山谷中吹來，我就自己搧動我的雙翼」，也更強化她對「生命的詩篇應該是有

血的淚的，可歌可泣的」觀點的韌度。 

 

在進入九○年代以後，確實呈現出張香華新詩的另一種風貌。在現實世界

中，世界局勢動蕩不安，分化整合，戰火不熄，紛爭四起，和平問題日益成為本

世紀最重大的社會問題。但在同時，張香華隨著文學成就和知名度的不斷提高，

經常應邀參加國際性的詩歌活動和文學會議，足跡幾乎遍及世界各地，視野日益

擴大，思想臻於成熟，創作了一批以維護和平、呼喚人性為主題的詩作。童年時

代的苦難經歷，身居與大陸隔離的台灣處境，使詩人對一切受苦受難的人們和國

家被分裂的民族有一種本能的同情。她以女性的敏銳細膩，「愛以所當愛，恨其

所當恨」，用詩歌呼籲和平，反對戰爭，鞭撻邪惡，歌頌正義，閃爍著人道主義

的光芒。 

 

閱讀張香華由年輕到成熟的一本本的詩集，讀者可以品味一個詩人由稚嫩到

穩健到寬厚的過程，並且感受她探索生命意義的痕跡和紀錄。面對這些作品，讀

者彷彿坐觀一隻暗淡醜陋的蟲蛹，蛻化成繽紛艷麗的蝴蝶，並進而深深體會到其

間掙扎過程的艱辛，以及成長剎那的喜悅。張香華歷經三個時期不同階段的錘鍊

後，早已走出青澀懵懂的象牙塔，成為廣闊人間的愛心天使；她服膺美善和真理，

自始至終以詩為圓心煽動她的雙翼，鼓動自己從純真夢幻到凄美質實，再到深邃

圓融。我們在張香華的詩集中看到她尋夢的足跡，在她的人生經歷中感動於她的

大愛和與世抗衡的氣魄，也造就她的詩作鎔鑄真善美，剛毅又溫暖的本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