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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詠四湖雲梯書院賦〉考釋 

蕭安琪 1 

【提要】  

雲梯書院為苗栗縣西湖鄉四湖村劉氏家族所創辦。劉氏家族自開台始祖

劉恩寬到第二代已是地方首富，第三代劉永長為了使子孫明禮教、讀經典，

於道光 9 年 (1829)在四湖莊伯公背 (今瑞湖國小 )創辦私塾，延聘教師，傳授漢

學。道光 20 年 (1840)，規模擴大，原私塾不堪使用，劉永義遂捐出山仔頂土

地以擴建學堂，並赴廣東惠州府，奉請分祀至聖先師，正式命為「雲梯書院」，

從此四湖鄉廣興文教，崇振儒家，尊師重道，普育人才。日治初期，在日本

殖民高壓統治下，臺灣人欲維繫華夏道統已十分艱難，劉家深明華夏儒家道

統不可一日斷絕，但為了避免日人取締禁絕儒家書院，因此便於 60 週年時 (光

緒 26 年，1900)將雲梯書院轉型為鸞堂形式的「修省堂」，蓋取修身克己、省

過知非之義，一方面編纂善書《洗甲心波》出版流傳以維護當地人民的基本

倫常，一方面亦未失去作為學堂的本質。2昭和 10 年 (1935)7 月 17 日，新竹、

苗栗地區發生關刀山大地震，修省堂毀塌，村民改建成宮殿式廟宇，民國 56

年 (1967)再度改建，71 年 (1982)完工後正式改名為「宣王宮」，成為儒宗扶鸞

信仰的廟宇。 3雲梯書院前身為苗栗西湖劉氏家族的私塾，從清領以科舉為主

的「雲梯書院」，至日治時期的「修省堂」，以及戰後改建為「宣王宮」的扶

鸞信仰中心，書院雖然隨著歷史潮流的趨勢而有所轉型，然而書院以儒為本、

延續漢學的精神仍舊傳承下來，對於當地文化教育和人民凝聚團結，確實功

不可沒。  

〈詠四湖雲梯書院賦〉見於修省堂所整理出版的善書《洗甲心波》壬部 (第

9 卷 )，第 78-80 頁，1901 年印行。與〈詠遊苗疆賦〉(頁 80-81)為性質相近的

                                                 
1 蕭安琪，國立彰化高商教師，國立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2 潘朝陽於《臺灣儒學的傳統與現代》一書中指出書院改制為修省堂的時間，與三湖莊

「崇德堂」、二湖莊「重華堂」、鴨母坑「警化堂」結合為天福宮同時，三湖莊建廟

恰與書院改制為鸞堂同一時間，並且崇祀文武二聖，明顯是地方儒士「嚴華夷之辨」

的思想。其以為日據時期的儒士假借崇祀關聖的鸞堂來傳播延續臺參民間儒學，點

明了「鸞堂」並非少數，而是「處處開堂，方方宣化」。潘朝陽：《臺灣儒學的傳統

與現代》，台北：國立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8 年，頁 150-159。 
3 「扶鸞」又稱「扶乩」、「飛鸞降筆」，是鸞堂最主要的活動。其儀式是神仙透過人推

動一枝名為「鸞筆」的桃枝筆，在沙盤上寫字，旁邊則有人唱出神意，並有人筆錄

之。參見修省堂編纂、 陳運棟整理《洗甲波心》(一)，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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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作。兩文皆收錄於許俊雅、吳福助主編《全臺賦》 4一書中。此賦據云係李

仙翁太白駕鶴登鸞而作，賦前有二詩，前詩云：「四方最樂莫西湖，湖上風光

宛畫圖。鸞駕紛紛頻寓此，堂名修省俗應無。」說明賦文是自鸞堂扶鸞而來。

後詩云：「三月煙花春色悠，四湖今日宛揚州。堂前綠水明如鏡，洗卻塵寰萬

斛愁。」承前詩進一步細寫修省堂季春三月，煙花迷濛，宛如揚州的勝景。

全賦以「即今修省堂」為韻，強調並連繫了雲梯書院與改名轉型後的「修省

堂」的精神內涵。第一段總述雲梯書院的山光水色，暗含了地靈人傑之筆。

第二段敘述書院的文教盛行，講學不輟，為西湖培育許多人才。第三段指出

書院傳承漢學與文化道統，歷久而彌堅。第四段承前三段歷史沿革，說明書

院今日已轉型為鸞堂，以神道設教的方式來沿續地方教化活動。第五段以人

民馨香奉祀，仙聖感誠到來，秀麗的西湖因勉力教化而呈現一片祥和文教氣

息，仙凡同樂，為 人 世天 堂 。 

本賦原文依《全臺賦》

點校本，對勘該文影本圖版，

詳予考釋，以便利觀覽鑑賞。 

【原文】  

        一水瀠洄﹝1﹞，三台秀

特﹝2﹞。牖挹山光﹝3﹞，門

迎日色﹝4﹞。覩湖水之澄清

﹝4﹞，繪雲山兮峻極﹝6﹞。

頓開世界，凌煙沐日之區

﹝7﹞；別具莊嚴，舞鳳翔鸞

之域﹝8﹞。豈若仙山海上，

似有似無﹝9﹞；卻疑樓閣空

中，不離不即﹝10﹞。 

【考釋】  

﹝1﹞﹝一水﹞指發源於三義

關刀山的西湖溪，舊名

打哪叭溪，由南至北貫

穿西湖鄉，流經境內長

                                                 
4 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 年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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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10 公里，後北流經後龍鎮注入臺灣海峽。善書《洗甲心波》有詩云：

「乾山乾向水流乾」，即指該溪水向北而流。﹝瀠洄﹞水流迴旋貌。  

﹝2﹞﹝三台﹞即苗栗八景「三台疊翠」的「三台山」，俗名「嘉璃山」，今名

「加里山」，海拔 2220 公尺，為苗栗境內第一高峰。山形近似富士山，

有「臺灣富士山」的美稱，原為原住民所居之地。「三台」之詞常見於

善書《洗甲心波》中，如「三台捧日，五湖賞春」、「三台則拔地揚休」、

「三台五嶽獨超倫」。﹝秀特﹞優異特出。  

﹝3﹞﹝牖挹山光﹞窗戶吸取山巒秀麗的風光。牖，ㄧㄡˇ，窗。挹，吸取。

山光，指書院後山丘陵風光。  

﹝4﹞﹝門迎日色﹞大門迎接東方初升的曙光。雲梯書院後方為山陵，面對西

湖溪沖積的河谷平原，為坐西南朝東北的方位。《洗甲心波》有詩云：「鳴

鳳朝陽格最奇」，即指書院 (修省堂 )朝東迎日的格局。  

﹝5﹞﹝湖水﹞指西湖溪流穿境內丘陵地勢後，所造成的深潭地形，包括二

湖、三湖、四湖、五湖。移民來台的客家族群沿著西湖溪，從下游至上

游開墾途中，對於遇到連綿彎曲的深潭，以「湖」命名之。除了「頭湖」

在後龍鎮外，二湖、三湖、四湖、五湖，均在西湖鄉境內。  

﹝6﹞﹝繪雲山兮峻極﹞四湖鄉除了西湖溪河谷沿岸為平原地形外，大部份為

群山環繞的丘陵地形。雲梯書院所在地區當地稱「山仔頂」，地勢高聳，

故云「雲山峻極」，景色優美，可入圖畫。  

﹝7﹞﹝凌煙沐日之區﹞，沐日，即接受太陽光華的潤澤。傳說禹登南岳，獲

金簡玉字之書，為〈玉牒辭〉：「祝融司方發其英，沐日浴月百寶生。」

《續漢。郡國志》注補引《湘中記》：「衡山有玉牒，禹案其文以治水，

遙望衡山如陣云。」後收錄於清‧沈德潛《古詩源》。北宋蘇軾曾直接

引用詩句於〈桂酒頌〉之中：「中原百國東南傾，流膏輸液歸南溟。祝

融司方發其英，沐日浴月百寶生。水娠黃金山空青，丹砂晨暾朱夜明。

百卉甘辛角芳馨，旃檀沈水乃公卿。大夫芝蘭士蕙蘅，桂君獨立冬鮮榮。

無所懾畏時靡爭，釀為我醪淳而清。甘終不壞醉不酲，輔安五神伐三彭。

肌膚渥丹身毛輕，冷然風飛罔水行。誰其傳者疑方平，教我常作醉中醒。」 

﹝8﹞﹝莊嚴﹞佛教語。指宏偉精妙的境界。﹝舞鳳﹞飛舞的鳳凰。舊傳國家

太平，君王仁慈，則鳳凰來儀，因以「舞鳳」為文教昌明的徵兆。《書‧

益稷》：「《蕭韶》九成，鳳皇來儀。」孔《傳》：「儀，有容儀。備樂九

奏而致鳳皇，則餘鳥獸不待九而率舞。」﹝翔鸞﹞飛翔的鸞鳥。鸞是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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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中的神鳥、瑞鳥。晉張華註《禽經》：「羽族之君長也，鸞瑞鳥。鸞者，

鳳鳥之亞。始生類鳳。久則五彩變易，故字從變」。亦指鸞堂中的「扶

鸞」活動。意謂此地文教昌明，安寧盛平，有鳳鳥和鸞鳥前來棲息。  

﹝9﹞﹝仙山﹞神仙居住的高山，多用於形容奇異不凡或美妙空幻的境界或景

象。《史記‧封禪書》：「自威 (齊威王 )、宣 (齊宣王 )、燕昭(燕昭王)使人

入海求蓬萊、  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蓋嘗有至

者，諸僊人及不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金銀為宮闕。未至，

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臨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

此處意謂書院在山間丘陵的霧靄與陽光變化之下，使人感到虛無飄渺，

彷彿海上仙山、空中樓閣。  

﹝10﹞﹝樓閣空中﹞即「空中樓閣」，空中所顯現的樓臺殿閣。 ﹝不離不即﹞

既不親近，也不疏遠。  

        原夫雲梯之建於四湖也﹝1﹞，高擬雲嶺，靜對雲岑﹝2﹞。晦明講貫，

風雨謳吟﹝3﹞。栽培四境之人才，惟冀書成學海﹝4﹞；鍾毓四時之花木

﹝5﹞，還期院擬瓊林﹝6﹞。講藝則鴻裁獨出﹝7﹞，崇師則鶴駕頻臨﹝8﹞。

是猶盛事溯蘭亭之舊﹝9﹞，而流風擬洛社之今也﹝10﹞。 

【考釋】  

﹝1﹞﹝四湖﹞西湖鄉的原名，後為有別於雲林縣的四湖鄉，遂於民國 43 年

(1954)改稱西湖鄉。西湖溪除「頭湖」在後龍鎮外，「二湖」、「三湖」、「四

湖」、「五湖」四個以湖為名的深潭，都在西湖鄉，古因稱「四湖」。  

﹝2﹞﹝雲岑﹞雲霧繚繞的山峰。  

﹝3﹞﹝晦明講貫﹞從早到晚，書院講習不停。講貫，猶講習。《國語‧魯語

下》：「晝而講貫，夕而習復。」韋昭注：「貫，習也。」﹝風雨謳吟﹞

無論刮風下雨，書院歌唱吟詠不停。謳吟，歌唱吟詠。《管子‧侈靡》：

「安鄉樂宅享祭，而謳吟稱號者皆誅，所以留民俗也。」  

﹝4﹞﹝學海﹞謂學識廣闊淵博。亦指學問淵博的人。  晉‧王嘉《拾遺記‧

後漢》： 「何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算術、河洛讖緯及遠年古諺、

歷代圖籍，莫不成誦也……京師謂康成為『經神』，何休為『學海』。」

此處意謂期待書院藏書豐富，四處前來就學的學生，個個都成為學問淵

博的人。  

﹝5﹞﹝鍾毓﹞鍾靈毓秀。﹝花木﹞指書院周圍庭園種植的花木。此句意謂美

好的風土，誕育優秀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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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瓊林﹞指瓊林苑，北宋皇家苑名，北宋太祖乾德 2 年(964)置，在汴京  

(今河南省開封市 )城西。北宋徽宗政和 2 年(1112)前，曾於此賜宴新進

士。宋‧葉夢得《石林燕語》卷 1：「瓊林苑，乾德中置，太 平 興 國中，

復鑿金明池於苑北……歲以二月開，命士庶縱觀，謂之『開池』。至上

巳，車駕臨幸畢，即閉。歲賜二府從官燕及進士聞喜燕，皆在其間。」

《宋史‧選舉志一》：「(太平興國九年)進士始分三甲。自是錫宴就瓊林

苑。」後世賜宴雖非其地，然仍襲用其名。此句意謂期望書院學子參加

科舉考試，能夠拔元奪魁。  

﹝7﹞﹝講藝﹞講論六藝。六藝，指儒家的「六經」，即《禮》、《樂》、《書》、

《詩》、《易》、《春秋》。《後漢書‧樊準傳》：「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群

雄崩擾，旌旗亂野，東西誅戰，不遑啟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論道。」

﹝鴻裁﹞猶鴻文，指巨著、大作。劉勰《文心雕龍‧詮賦》：「故知殷人

緝《頌》，楚人理賦，斯並鴻裁之寰域，雅文之樞轄也。」此句意謂雲

梯書院講論儒家六經，所自行編纂的教材都富有特別的創意。  

﹝8﹞﹝鶴駕﹞仙人的車駕。此處意謂書院由於尊師重道，得道仙聖因而經常

駕鶴蒞臨。  

﹝9﹞﹝蘭亭﹞亭名，在浙江省紹興市西南蘭渚山上。東晉永和 9 年 (353)王羲

之、謝安等同游於此，王羲之作〈蘭亭集序〉。此處意謂書院人文薈萃，

文士在此聚合並創作詩文流傳於世，如同當年東晉王羲之等士人聚會於

蘭亭的盛況。  

﹝10﹞﹝洛社﹞北宋歐陽修、梅堯臣等人在洛陽時組織的詩社。歐陽修〈酬孫

延仲龍圖〉詩：「洛社當年盛莫加，洛陽耆老至今誇。」此句意謂雲梯

書院學風鼎盛，師友之間切磋琢磨，猶如北宋洛陽詩社社友的精進學識。 

        人物悠悠，院宛瀛洲﹝1﹞。院有書而院不朽，書有院而書長留。院貯

奇文，儼若滕王高閣﹝2﹞；書傳正字，居然鐵漢名樓﹝3﹞。百餘年學校猶

隆，人文蔚起；八九世書香弗替，天爵克脩﹝4﹞。 

【考釋】  

﹝1﹞﹝瀛洲﹞，亦作「瀛州」，本為傳說中的仙山，後比喻士人獲得殊榮，

如入仙境。唐太宗為網羅人才，設置文學館，任命杜如晦、房玄齡等十

八名文官為學士，輪流宿於館中，暇日，訪以政事，討論典籍。又命閻

立本畫像，褚亮作贊，題名字爵里，號「十八學士」，時人慕之，謂「登

瀛洲」。事見《新唐書‧褚亮傳》。《全台賦影像集》下冊有徐德欽〈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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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學士登瀛洲賦〉。  

﹝2﹞﹝滕王閣﹞唐高祖子元嬰為洪州刺史時所建。後元嬰封滕王，故名。故

址在今江西省南昌市贛江濱。其後閻伯嶼為洪州牧，宴群僚於閣上，王

勃省父過此，即席作〈秋日登滕王閣餞別序〉。文中鋪敍滕王閣一帶形

勢景色和宴會盛況，且文末有一詩，云：「滕王高閣臨江渚，佩玉鳴鸞

罷歌舞。畫棟朝飛南浦雲，珠簾暮卷西山雨。閑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

移幾度秋。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流。」此句意謂雲梯書院藏

有諸生所作佳作，猶如當年王勃為滕王閣作餞別序的奇異文章。案：今

宣王宮內牆對聯云：「宣尼道學傳無類，王勃才華繼有人」。  

﹝3﹞﹝正字﹞指本字，字形符合標準的字。區別於古今字、異體字、歸併字、

錯字、別字等不合乎規範的字體。《漢書‧藝文志》：「成帝時，將作大

匠李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  

﹝3﹞﹝鐵漢﹞指堅強不屈的男子。《大慧普覺禪師語錄》卷 19：「學道須是鐵

漢，著手心頭便判，直取無上菩提，一切是非莫管。」鐵漢名樓，典出

劉氏祖先宋代劉元城身為諫官，勇於批評時政、不畏權勢，卻遭皇帝貶

官至廣東省嘉義州(梅縣)，北宋文豪蘇東坡為其撰詩，褒揚為頂天立地

的鐵漢，「鐵漢」遂成為劉氏後代子孫常使用於匾額及對聯的題字。此

處意謂修省堂在日治時期不茍屈於外來文化壓制，仍以傳承漢學、書寫

漢字為宗。  

﹝4﹞﹝弗替﹞沒有廢棄。替，廢棄。《書‧大誥》：「予惟小子，不敢替上帝

命。」  孔傳：「不敢廢天命。」﹝天爵﹞上天自然賦予的爵位，指高尚

的道德修養。因德高則受人尊敬，勝於有爵位，故稱。《孟子‧告子上》：

「仁義忠信，樂善不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克﹞能

夠。此處意謂書院文風教化，傳承漢學，已經過八、九個世代，其功德

勝過俗世的爵位，而直承上天的恩澤，下迄子孫。  

        由是書院移作鸞臺﹝1﹞，雲梯易為鶴嶺﹝2﹞。仙佛停驂﹝3﹞，人民

引領﹝4﹞。際此奇緣，開斯化景。誠不負上天眷顧之忱，諸神箴規﹝5﹞之

警。直接傳經門第﹝6﹞，方能有此宏模；甚麼離垢園林﹝7﹞，亦莫逾斯妙

境。爰降就詩詞歌曲，敬彰神道，勉世交修；陳明忠孝節廉，克體天心﹝8﹞，

化民猛省。 

【考釋】  

﹝1﹞﹝鸞臺﹞仙人駕臨之臺。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154 期 

 76

﹝2﹞﹝鶴嶺﹞仙道所居的山嶺。  

﹝3﹞﹝停驂﹞神仙停駕降臨。驂，原指駕車時位於兩邊的馬，此處指神仙所

駕馭的鸞鳳、仙鶴。  

﹝4﹞﹝引領﹞伸頸遠望，形容期望殷切。  

﹝5﹞﹝箴規﹞勸戒規諫。鸞堂賦作多箴規勸世之作，例如〈戒官紳賦〉、〈戒

刀槍賦〉、〈分曲直賦〉、〈勸和衷賦〉、〈戒洋煙賦〉、〈戒烟花賦〉、〈戒酒

色財氣賦〉、〈福善禍淫賦〉、〈惜穀賦〉、〈孝於親賦〉、〈戒庸醫賦〉、〈戒

頭人賦〉等，並見許俊雅、吳福助主編《全臺賦》(臺南：國家臺灣文學

館籌備處，2006 年 12 月)。  

﹝6﹞﹝傳經門第﹞傳經，傳授經學。門第，指師承家法。中國傳統經學傳授，

或述而不作，或別有發明獨創一家之學，一向講究師承家法，父傳之子，

師傳之弟，謹守護持，綿延不斷。例如《漢書‧儒林傳》記載《易》有

施、孟、梁丘之學，《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小戴禮記》有橋、楊

氏之學，《穀梁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左傳》有賈、劉之

學，傳業寖盛，枝葉蕃滋。《後漢書‧魯丕傳》魯丕上疏謂：「說經者，

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法異者，各令自說師法，博觀其義。」此處

是說雲梯書院的儒學，是直接傳承自本宗，並非別派。  

﹝7﹞﹝離垢園林﹞佛教種植花木，間有亭閣設施，以供人遊賞休息的場所。

離垢，佛教語，謂遠離塵世煩惱。《維摩經‧佛國品》：「遠塵離垢，得

法眼凈。」  

﹝8﹞﹝天心﹞猶天意。《書‧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能夠體

證天意。  

        赫赫煌煌﹝1﹞，鐘鼓鏗鏘﹝2﹞。庭清設燧﹝3﹞，院潔焚香。宛坐瓊

樓玉宇，如遊閬苑仙鄉﹝4﹞。格神明兮敬體﹝5﹞，彰聖教以宣揚。遍接鸞

軺﹝6﹞，預兆鵬飛鶚薦﹝7﹞；修成道果，先呈桂馥蘭芳﹝8﹞。顧此日鸞

章彙就﹝9﹞，合幽明今古以呈觀，真箇凡間仙景；喜這番玉旨﹝10﹞頒來，

邀聖佛仙真而齊集，果然人世天堂。 

【考釋】  

﹝1﹞﹝赫赫煌煌﹞顯耀、盛美的樣子。指書院光明宏大的莊嚴格局。  

﹝2﹞﹝鐘鼓鏗鏘﹞敲鐘和打鼓聲響洪亮有力，祭祀盛況空前。鐘和鼓，代表

禮樂制度。《詩‧周頌‧執競》：「鐘鼓鍠鍠，磬管鏘鏘，降福穰穰。」

案：今宣王宮正殿樑間短柱上，左右兩邊各懸卦鐘與鼓，說明曾為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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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歷史。  

﹝3﹞﹝設燧﹞燧，指燧銅鏡，青銅凹面鏡。古代用以聚集日光而取火。五代

馬縞《中華古今注‧燧銅鏡》：「以銅為之，形如鏡，照物則影倒，向日

則火生，與艾承之，則火出矣。」此句意謂書院庭院入門處，懸掛鏡子，

以祓除不祥之物。  

﹝4﹞﹝閬苑﹞閬風之苑，傳說中仙人的住處。唐‧王勃〈梓州郪縣靈瑞寺浮

圖碑〉：「玉樓星峙，稽閬苑之全模；金闕霞飛，得瀛洲之故事。」  

﹝5﹞﹝格﹞推尊，法式。﹝神明﹞即神祇，宗教中天地萬物的主宰者。  

﹝6﹞﹝鸞軺﹞鸞鳥駕馭的輕便車子，神明所乘。  

﹝7﹞﹝鵬飛鶚薦﹞書院所栽培的賢才，能被薦舉，飛黃騰達。鶚薦，謂舉薦賢

才。漢孔融《薦禰衡表》：「鷙鳥累百，不如一鶚，使衡立朝，必有可觀。」 

﹝8﹞﹝桂馥蘭芳﹞像桂花、蘭花般芬芳。稱譽人賢德或子孫賢盛。南朝梁‧

元帝‧特進蕭琛墓誌銘：「遊楚宦梁，桂馥蘭芳。」  

﹝9﹞﹝鸞章彙就﹞指鸞堂匯集本

堂扶鸞所得的鸞文，以及摘錄

其它善書的文章，已經編纂完

成。鸞章，形容詩文的文采華

麗。  

﹝10﹞﹝玉旨﹞神明的詔令，敬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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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雲梯書院(宣王宮)前開闊的西湖溪河谷平原 

 

﹝圖 2﹞宣王宮殿前由外而內的扁額(雲梯書院、修省堂、宣王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