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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體詩「孤平之未避與未救」--以劉克明《寄園詩葉》為例 

林正三 ∗ 

東海大學吳福助教授於年中曾遺其所編校《全臺詩》瀛社先賢劉篁村（克

明）檔初稿，屬拜讀一過而有所建言。筆者拜讀後曾提出數點相與商榷：  

一、 三平腳 (下三平 )為古詩格律，於近體詩總以避之為宜。  

二、 部分詩作韻腳有出韻或繕打時選字錯誤的情形。  

三、 不合乎近體詩之平仄格律者。  

四、 至於孤平之未避 (或未救 )，則是我臺先賢之通例。  

嗣接吳教授來電，囑就「孤平之未避 (或未救 )」一段，以《寄園詩葉》一書為

例，略敘其詳。僕以事忙，遂延宕至今，先予告罪。就近體詩「孤平之未避 (或

未救 )」一詞為論，拙作《臺灣古典詩學‧平仄》 1曾云：  

早期詩壇有所謂「一三五不論，二四六分明」之說。王力於《詩詞

格律》一書云： 

關於律詩的平仄，相傳有這樣一個口訣：「一三五不論，二四六分

明。」這是指七律(含七絕)來說的。意思是說，第一、第三、第五字的

平仄可以不拘，第二、第四、第六字的平仄必須分明。至於第七字呢，

自然也是要求分明的。如果就五言律詩來說，那就應該是「一三不論，

二四分明。」這個口訣對於初學律詩的人是有用的，因為它是簡單明瞭

的。但是，它分析問題是全面的，所以容易引起誤解。這個影響很大。

既然它是不全面的，就不能不予以適當的批評。先說「一三五不論」這

句話是不全面的。在五言「平平仄仄平」這個格式中，第一字不能不論，

在七言「仄仄平平仄仄平」這個格式中，第三字不能不論，否則就要犯

孤平。在五言「平平仄平仄」這個特定格式中，第一字也不能不論；同

理，在七言「仄仄平平仄平仄」這個特定格式中，第三字也不能不論。

以上講的是五言第一字、七言第三字在一定情況下不能不論。至於五言

第三字，七言第五字，在一般情況下，更是以論為原則了。總之，七言

仄腳的句子可以有三個字不論，平腳的句子衹能有兩個字不論。五言仄

腳的句子可以有兩個字不論，平腳的句子衹能有一個字不論。「一三五

                                                 
∗ 林正三，臺灣瀛社詩學會名譽理事長 
1 見 p96，台北：文史哲出版社，2007 年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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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論」的話是不對的。再說「二四六分明」這句話也不是全面的。五言

第二字及七言第二、四兩字「分明」是對的，至於五言第四字、七言第

六字，就不一定「分明」。依特定格式「平平仄平仄」來看，第四字並

不一定「分明」。又如「仄仄平平仄」這個格式也可以換成「仄仄平仄

仄」，衹須在對句第三字補償一個平聲就是了。七言由此類推。「二四

六分明」的話也不是完全正確的。 

拗而必救，歷來詩家，莫不奉為經典，對於孤平，有清諸大家更懸

為厲禁，此在王漁洋《律詩定體》既有論及。……王氏又於口授《燃鐙

紀聞》曰：俗云「一三五不論」怪誕之極…… 

而董文煥於《聲調四譜‧圖說》中，論之最詳。臺灣光復後，隨國

府東渡之詩壇大老，率皆深諳竅要，故詩作中絕少用之者。然而我臺之

部分作者，則受「一三五不論，二四六分明」之餘害而不自知。以致拗

而未救者比比皆是，雖大家亦所不免。如鄭用錫之〈石橋垂釣〉： 

且理釣魚絲，石
‧

橋獨坐時。一竿遺世慮，最愛夕陽遲。  

黃贊鈞〈謁臺北聖廟〉 

嚴肅參新殿，敬
‧

恭禮素王。春秋隆俎豆，家國整綱常。  

宏壯三臺冠，經營五載忙。成功猶一簣，翼贊望諸方。  

張純甫〈景美石門盤古廟〉 

破荒仰止古人豪，十二萬
‧

年只一遭。海外天開猶莽莽，水源地近正

滔滔。  

潭雲混沌明香火，社日蒼茫薦濁醪。我欲別尋城赤崁，延平祠宇更

崇高。  

卓夢菴〈花朝賞雨〉 

風信今朝信不差，瀟瀟瑟瑟入窗紗。半床好夢留香枕，滿腹春情惜

落花。  

坐對蕉心愁卷綠，相看梨面失鉛華。東皇有意沾詩草，管卻踏
‧

青婦

女家。  

究其原因，乃緣本島孤處海外，研究及參考書籍極端缺乏之故，這可於

《臺灣日日新報》三七八四號〈編輯日錄〉的一則消息，見出概略： 

稻江書坊 (按即今之書局 )，現雖有數軒，然除宜新齋外，大半皆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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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說部，以外有益於學者開廣知識，振起精神之書籍，皆寥寥無幾，而

宜新齋雖有辦到些少適切今日實用之書，亦種類無多，不足以供學者之

購求，昨石崖由該店閱回，頗深感慨，以為書坊如此，漢學其將衰乎！  

此外，民國五十五年七月出刊之《中華藝苑》二十三卷一期載張作梅〈重

刊洪洞董文渙《聲調四譜圖說‧弁言》云： 

清世自新城王文簡漁洋以各體詩之聲調教弟子，而斳其傳。趙執信

秋谷為文簡姻家後輩，求授其法，不許，後竟輾轉竊得之，遂有《談龍

錄》及《聲調譜》之作，於是論聲調者益多，如翁覃谿、翟儀仲、董研

樵為尤者。研樵名文渙，晉之洪洞人，清同治時，官翰林。曾撰《聲調

四譜圖說》，略本秋谷所傳而發撝之，市所稱為董譜是也。梅既彙刊王、

趙、翁、翟諸賢所著，都為一集，顧無從得董譜，乃遍徵之海內外書林，

久無應者。日本藍亭老人，家藏此書，聞梅謀之亟，竟慨然相贈。昔年

所為日夕蘄求，形諸寤寐之物，一旦赫然而落吾手，其快意可知。曾賦

詩以謝老人。……此書於吾國古近體詩，大而長篇鉅製，小而一句一字

之微，以及高下抑揚吞吐之節，析之至精，言之不足，又製為圖明示，

其嘉惠來學之功，詎不懋歟！  

另拙作瀛社《會志‧結論‧前人詩作試論》2亦曾作類似之論述。吳編《寄

園詩葉》，個人於初次披閱中，約略檢出五七言近體詩之對句 (偶數句 )中孤平

之未避 (或未救 )之處即達百二十餘處，下三平者亦有十餘處，其他不合格律者

亦有數十處。其中「三平腳」、「部分詩作韻腳有出韻或繕打時選字錯誤的情

形」、「不合乎近體詩之平仄格律者」等暫不論，僅於「孤平之未避或未救」

者提出數例，以供引證：  

夏夜偶拈 

輕攜小扇步瑤池，眾妙靜
‧

參獨我知。心似一輪明月靜，水中定著不些移 

十姊妹花 

雙蕤並蒂未為奇，一蓓十
‧

花逞秀姿。如此同心佳姊妹，風流我欲總扶持 

蝴蝶 

只為輕狂惹笑頻，偷香尋豔過三春。誰知化育資天地，花粉介
‧

媒費苦辛 

                                                 
2 見 p430，台北：文史哲，2008 年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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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家樂 

雲水家山隱，自
‧

由樂不窮。莫關名與利，只管月和風。…… 

漁村田是水，王稅不須充。兒解搜腥餌，婦
‧

能棹短篷。…… 

達摩面壁 

自將一壁隔凡塵，九載面
‧

來悟太真。卻比吾儒曾苦學，下帷不出過三春 

擁爐 

竹爐紅火坐茅堂，一卷道
‧

書索味長。羨否鄰家寒不到，肉屏風暖酒薰香 

觀楊氏輞溪別墅殘菊 

半老秋容少客來，斜陽籬下獨徘徊。班姬團扇長門賦，顏色事
‧

人亦苦哉 

輞溪別墅觀菊 

不關半老與初開，幾次渡
‧

江杖策來。花果知人心事否，東籬南徑獨徘徊 

癸酉五十初度 

大大乾坤是我家，玉樓金屋未堪誇。公餘何事堪消遣，看子讀
‧

書又種花 

秋日有作 

垂老光陰換更頻，許多韁鎖尚纏身。此生豈敢期安樂，祇恐累
‧

吾以後人 

新筍 

出頭地一弓，勢已具凌空。斫竹來遮護，勿
‧

嫌棄舊同。 

偶筆 

心身形役卅餘年，半壁尚
‧

無只自憐。鳩處鵲巢非久計，小營兔窟也安全 

新居有作 

弟兄叔姪共經營，草草小
‧

園日以成。朝夕竹亭環坐語，一家和氣又歡聲 

輓龍岡學三君 

客中秋到約歸來，詎料未
‧

秋骨已灰。人世無常如此也，滿庭花木為誰開 

與來臺留學廈門教員 

育英為一樂，富貴視雲煙。重把文明建，立
‧

功在兩肩。 

以上為近體詩偶數句中孤平之未避或未救之例，至於單數句，清人王漁

洋 (士禎 )及近人王力、羅尚及許清雲等皆持「可以不論」之論點，故不作具體

詮釋。於《寄園詩葉》中，其例亦極多，暫舉數例如下：  

古琴 

色澤斑斕漆已訛，絲絃莫辨有無麼。夜來一枕綠
‧

陰臥，猶聽高山流水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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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占 

不是隱
‧

居也隱居，退閒三徑自攜鋤。動中悟徹靜
‧

觀趣，心地從容樂有餘 

其他不合乎近體詩平仄格律者如：  

拜歲蘭 

東風淡蕩幾莖新，滿室幽香瑞氣臻。自是靈芝殊凡
‧

卉，同人拜歲祝方辰 

山中夜作 

無端酒退夢難成，客枕淒涼百感生。一夜聽來山上下，錯綜
‧

雷雨和泉聲 

癸酉五十初度 

何須五十始知非，人事人謀故故違。也覺宋襄仁可笑，清而瘦毋
‧

濁而肥 

哭老松公學校訓導曾清溪先生 

君病何時我不知，聞君仙去我亦
‧

疑。蒼天有意生才子，胡事生來又妒之 

祝王自新詞兄六秩晉一 

飲君壽酒可無詩，幾字排來藉介眉。我再七年同還
‧

曆，壽園呼子倒巨
‧

卮 

至如破音字誤用者如：  

賦似秋若 

君築偶園我寄園，過從晨夕記當年。勞勞人事教中斷，重會小時亦算緣 

同了覺訪浪仙于雲滄別墅 

山館蕭條月色涼，坐旁菊影索吟腸。主人自是多風雅，催句定燒一炷香 

此類在早期我臺文人，亦多有此失，非僅劉老一人。個人於瀛社《會志‧結

論‧前人詩作試論》亦云：  

民初詩人，於文字、音韻之學，似不甚措意，造成許多用字錯誤的情

況。如昭和 12 年 2 月 2 日《詩報》146 號載〈泥痕〉一題。  

左花右六                           王小嵐 

香塵經雨化濘稠，屐齒重重跡遍留；黏膩沾花拈不脫，糊塗憑指

拭難收； 

稚恭盤馬猶嫌滑，西子艷粧更遜油；莫使踏春鞋上染，芳蹤怕印

小樓頭。 

右花左八                           黃笑園 

函關難拭一丸投，舊態濘濘為雨愁；大塊無心鴻爪印，征途有跡

馬蹄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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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來故壘多情燕，染去新田帶喘牛；又憶花村花徑滑，未乾香土

滿鞋頭。 

詩中「濘」字雖有「囊丁切」一讀，然其意義不同。於此應作仄讀「乃

定切」或「乃挺切」，前人未經細考，而引為平仄同義，實誤。又如大

正 14 年 3 月 10 日《臺灣日日新報》8918 號李騰嶽之〈鵬遊〉：  

扶搖摶擊入雲衢，九萬前程孰與俱；多少人間蜩鶯輩，榆枋嗤笑

亦何愚。 

「蜩」字雖有去讀一音，然而其意義不同，該詩於此作仄聲，亦屬誤

用。又大正 7 年 6 月 7 日《臺灣日日新報》6450 號載黎里耕夫之〈趙

普讀魯論〉：  

泰伯夷齊皆讓國，書中此事見非鮮；間人骨肉圖私寵，辜負煌煌

二十篇。 

「鮮」字訓為「稀少」時應作仄讀，該詩於此作平聲押，亦屬是誤用。

此種情況極為普遍，這可能是當時詩人們不大重視聲韻、訓詁等小學

的緣故，以至誤用而不自知。又如張純甫於指導「松社」漢詩研究會

之擬作〈雞卵〉一詩：  

漫云密密一縫無，殼破形成事豈殊；彼自解開生路出，吾人休笑

小雛愚。 

詩中「縫」字於此當作仄讀，張老一時疏忽，誤作平聲字來用。  

此外，尚有文字誤植者。如：  

送歐美朝煌君歸故里和原韻 

歸休田里灑征塵，省識團圓情話親。此去涼風生八月，長天秋水潮伊人 

丙子歲首書懷 

蒼天生我欲何為，一事未成鬢半絲。真是難金三達道，空教晝夜費心思 

「潮」字應是「溯」字之訛（語出《詩‧蒹葭》），「金」字應是「全」字之訛。

誤植情況可以理解，由於文本《臺灣日日新報》時隔既久，文字漫漶不清，

倉促檢索，不免忙中有錯，非經一再校戡，難免此失。此個人於搜尋瀛社早

期史料時，曾有類似經驗。  

以上為個人鄙餘之觀點，尚祈   吳教授及大雅方家不吝賜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