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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土文獻 

郭茂松詩作手稿與詩學筆記概述 

王嘉弘 * 

一、前言 

郭茂松先生（1909~1992）為日治跨越戰後，臺灣傳統詩壇的重要作

家。其詩作不論是在擊鉢或是閒詠部份，都有相當的數量傳世，堪稱臺灣

戰後詩壇大家。林荊南 1稱郭茂松為「五字長城之新主」 2，對其五言詩作

稱讚有加。筆者有幸能與郭茂松高足的劉清河 3先生見面，跟其討教有關郭

茂松所遺的文獻、詩作等，聽聞其口述郭茂松生平事蹟與逸韻，並展示其

所藏郭茂松遺留詩作手稿數本與詩學筆記近百餘冊，與郭茂松所藏諸多書

籍等，對於筆者撰寫此文助益極大，在此銘謝。筆者秉持為後來學者，保

存臺灣傳統文學重要作家史料的態度，來介紹這批堪稱「國家級」詩作手

稿、詩學文獻資料，以戒慎恐懼的心情來討論，不加妄論。凡如郭茂松未

定名的遺稿，皆依劉清河定名，如近百本郭茂松手抄他人詩詞、佳句、駢

字、韻字、剪貼報紙詩作等諸多小冊，若無定名者，均依劉清河定名為「詩

學筆記」；若郭茂松詩作手稿已經由郭氏自己命名者，依郭茂松原名，如

《偷閑吟草偶存稿絕句》4、《有斐樓擊鉢偶存稿》5若未命名者，依劉清河

定名，如《有斐樓前稿》6、《有斐樓遺稿》（一）、（二）。另外單張以箋紙

所寫的手寫詩作稿，則不另外命名。筆者希望此文，呈現出這批詩學史料

的原貌與價值。  
                                                 
* 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南開科技大學、朝陽科技大學兼任講師。 
1 林荊南，號望佛樓主，（1915~2003），彰化竹塘鄉人。畢業於東京海外高等實務
學校，年少時受過私塾教育。曾任報社記者編輯主筆、縣農會專員、陸友食用菌

公司監察人、《中國詩文之友》及《茶藝》總編輯、金生文教基金會董事、中華

詩學研究所研究委員。林荊南生平參考彰化縣詩學研究協會編《彰化縣詩學研究

會協會聯吟作品選集》，彰化，彰化縣詩學研究協會，2006 年，頁 54。 
2 林荊南〈《有斐樓偶存草》‧林序〉，見郭茂松《有斐樓偶存草》，自印本，1969年

1 月。 
3 劉清河，號笠雲生，現居臺中市，目前為鄭順娘文教公益基金會及常春藤高級中

學詩學講師。編有《綠川漢詩創作集》、《綠川文藝》1~6 篇、《綠川漢詩班十週年

選集》及著有《笠雲居閒吟集》等。 
4 以學習日文練習簿《讀方學習帳》內頁寫成。 
5 見郭茂松有命名詩學筆記《郭茂松輯：韻玉附詩（一）139-206》內文。 
6 以日記本《心園日記》內頁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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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郭茂松生平補述 

相關記載郭茂松生平的資料，目前有黃哲永主編《龍文出版社‧臺灣

先賢詩文集彙刊》第四輯，其中所錄郭茂松《有斐樓偶存稿（附續稿）》

中，前有〈編序〉介紹郭茂松生平： 

郭茂松（約 1909~？）字子雲，號鶴庵，生於臺北新莊，髻年隨其

尊翁移居新竹。日治時其尊義不帝秦，陳氏7事親至孝，謹尊父命，

拒學日語；從師專攻漢文，寢饋經書，尤嗜韻律，稍長遊學於宿儒

葉文樞秀才之門，盡得其衣鉢；少壯時期，已斐聲藝苑，為竹邑中

堅矣。郭氏於光復後出任新竹縣議會主任、秘書，兼任聯合報、國

語日報分社主任、記者等職，以其生花之椽筆，寫匡世之文章，咸

推新聞界之錚錚者。郭氏晚年辭退一切本兼職，與長男移居臺中

市，從此更能得閒與海內外詩友傳箋唱和，此外復於中市傳授詩

學，即今中市文風鼎盛，先生出力獨多。郭氏著作付梓二次，首曰：

《有斐樓偶存稿》，於 1980 年由其長子煥奎擔任校對。次曰：《八

一壽辰唱和吟稿、有斐樓偶存續稿》於 1990 年，仍由其長子煥奎

擔任校對。郭氏除善長擊鉢吟外，更耽閒詠，長年力學不輟，復以

天資聰穎，故能鎔鑄唐宋諸家於一爐，於選辭運典，別具工夫，故

均能穠纖得中、修短合度，所有作品均自心坎中流出，以富於性靈，

純而不雜，見稱於時，堪稱後學之範本，我臺有數之大方家也。 8 

另外《彰化縣詩學研究會協會聯吟作品選集》已故會員部份有撰其生

平簡述：「郭茂松，男，字子雲，號鶴庵（1913~？），原籍臺北縣新莊，

自幼隨其父遷居新竹拜晉江葉文樞茂才為師，歷任新竹縣參議會秘書、國

語日報、聯合報等主任及記者，曾受聘為中華學術院詩學研究會委員、新

生詩苑評選委員。著有《有斐樓偶存稿》行世云。」9這兩則郭茂松生平為

目前筆者所見其生平概述的文字。對於上述兩則的生年，一為 1909 年、

一為 1913 年，與均記卒年不詳的部份，據劉清河提供〈郭茂松訃文〉云：

「顯考郭公諱茂松府君慟於中華民國八十一年八月十四日（農曆七月十六

                                                 
7 此處應為「郭氏」，疑〈編序〉謄打錯誤。 
8 黃哲永主編《龍文出版社‧臺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 4輯：郭茂松《有斐樓偶存

稿（附續稿）》，臺北，龍文出版社，2006年。 
9 郭茂松生平簡介，同註 1，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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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午十二時五十分壽終正寢。距生於民前二年十一月廿一日享壽八十

有三歲。」10因此郭茂松正確生卒年應為 1910 至 1992 年。此外其臺中住所

據其名片所載為「臺灣省臺中市光復路 60 號之 8。」11並記其為華岡中華

學術院詩學研究所委員12、中華民國傳統詩會理事、新生詩苑評選委員、

臺中中社詩社會長等記於其名片職稱格上，又洪寶崑編選《臺灣擊鉢詩選》

後錄「本書作者芳名錄」記其新竹住所為「新竹市下竹里南大路 109 號。」

13等，可補正上述兩則生平不足之處。 

郭茂松在其《偷閑吟草偶存稿絕句》後有附自傳兩篇，比對其它郭茂

松手稿，應為其自撰文字。兩篇內容大同小異，其一簡略、另一較詳，今

錄其較詳篇如下： 

郭茂松，字子雲，號鶴庵，臺灣新竹人也。幼穎悟，事親至孝。於

日據時，恥學異族文言，幾罹於禍不屈。癖嗜吟詠，迺拜晉江葉文

樞先生為師。本省光復後，歷任新竹縣議會議事組主任、聯合報新

竹縣分社主任兼記者等職，並受竹社諸詞友舉為社長。嗣以身體不

舒適，隨兒孫定居中市。間與市內各吟社儔侶輒相唱和。惟平日於

歷朝各名家詩文無所不窺，喜樊川之高華、義山之精湛，頗有自得。

故一發之於詩，飲譽騷壇。為李漁叔、吳萬谷、張作梅諸老所推許。

著有《有斐樓偶存稿》多種云。14 

此篇自傳自述個人生平言簡意賅，又對其詩學養成教育，說明是從歷

朝各大家著手，特別是杜樊川（牧）、李義山（商隱）等晚唐大家的偏好，

並言戰後詩壇大老李漁叔、吳萬谷、張作梅等人特別稱許其詩等，對於後

來研究郭茂松詩學淵源與詩友交誼情況，特別有其價值。 

另外據筆者與劉清河先生訪談，又得其口述郭茂松遺韻數則，特錄於

此：1.郭茂松年輕時，跟其父親郭中和從事竹篾編織工作，曾邊工作邊唸

                                                 
10 見劉清河提供〈郭茂松訃文〉。 
11 見劉清河提供〈郭茂松名片〉。 
12 查對吳中先生提供《中華學術院詩學研究所暨中華詩學雜誌社同仁通訊錄》一

書，卻無登錄郭茂松姓名，是否為書籍漏印或是其它原因，則有待再查閱相關資

料。《中華學術院詩學研究所暨中華詩學雜誌社同仁通訊錄》，臺北，中華詩學雜

誌社，1998年 10 月。 
13 見洪寶崑編選《臺灣擊鉢詩選》，彰化，詩文之友社，1964年 2 月，頁 380。 
14 見郭茂松自撰〈郭茂松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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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導致工作進度落後，後被其父知曉後，訓斥他不應該一心二用。後來

郭茂松便於白天製作竹編，晚上讀書，讀書的時間長達三支蚊香15點燃的

時間。後其同師事於葉文樞門下的師兄蕭獻三見郭茂松常於詩會奪獎，常

要與郭茂松一較高下。最初，郭茂松不與蕭獻三爭高下，私下用功；三年

後，郭自學詩有成，便邀蕭較量詩藝，蕭自知不敵，自此不再輕視郭茂松。

2.郭茂松事母至孝。郭母喜歡看歌仔戲，每當新竹城隍廟有演戲酬神時，

郭茂松會帶母親前往觀戲，等到戲落幕時，再親自帶母親回家。後郭茂松

與其長子煥奎遷居臺中，三餐本由煥奎妻吳玉真張羅，每當郭茂松母親來

住在臺中郭茂松家時，郭茂松妻子林綢女士便親自下廚料理，可見郭茂松

與其夫人事奉郭母之用心。3.郭茂松年輕時，曾有人告訴他，學中醫比較

賺錢，何必學詩。郭茂松以作詩能留名後世，學醫則僅能賺錢，不能留名，

以答其詰問。4.郭茂松曾於任職筆政時期，與客人前往酒家應酬，有酒女

傾慕其文才，硬是要跟郭茂松在一起。郭茂松言其有家室，酒女不信，不

放郭茂松回家，還請其妻林綢來帶郭茂松，酒女才肯罷手。5.劉清河師事

郭茂松時，郭茂松曾告訴劉清河，學詩要從晚唐杜牧、李商隱兩家入手，

再進而學杜甫，此為其詩學養成教育的原則。上述幾則郭茂松遺韻，據 2008

年 11 月 13 日晚，於劉清河宅中，筆者訪談劉清河先生，據其口述以記。 

郭茂松藏書，目前大部份存於臺中市萬和宮萬和大樓五樓圖書室。郭

茂松逝世後，其藏書本由其長子郭煥奎先贈送南屯文昌公廟的聘三圖書

館，後因為文昌公廟擴建而轉到萬和宮萬和大樓圖書室。但廟方人員要求

僅保存較完整的書，至於郭茂松詩作手稿、詩學筆記與一些保存狀況較差

的書籍則藏於劉清河宅中。 

目前郭茂松相關詩作，散見於《詩報》、《瀛州詩集》、《風月》、《南方》、

《臺灣詩海》、《臺灣擊鉢詩選》、《詩文之友》、《臺灣新生報》、《聯合報》

等諸多日治與戰後的刊物之上，數量相當多。郭茂松編輯的著作有光文書

局出版的《增廣姓氏考》（1975 年）、《增廣詩句題解匯編》（1975 年）、《分

類串類四性對科》（1976 年），與宜蘭縣民政局文獻課出版《宜蘭縣設縣三

十週年全國詩人大會專輯》（1981 年）等。郭茂松替邱坤土《靜廬吟草》

作序，而其於《臺灣新生報》、《聯合報》主筆政期間，部份時事評論也由

                                                 
15 以前早期蚊香的長度相當長，與現在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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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主筆，從此推測，郭茂松散文、議論文、政論文等，應也是一批龐大的

資料，所以對於郭茂松全集的蒐集工作，目前可以說是剛剛起步的階段。

以上為郭茂松所遺留文獻保存概況。 

三、目前所見郭茂松所遺「詩作手稿」、「詩學筆記」等相關文獻說明 

目前劉清河宅中所藏郭茂松「詩作手稿」、「詩學筆記」部份，據筆者

調查，「詩作手稿」共發現有 5 本，分別為《偷閑吟草偶存稿絕句》、《有

斐樓擊鉢偶存稿》、《有斐樓前稿》、《有斐樓遺稿》（一）、（二）共 5 本。

另有單張詩稿約 45 張左右。此 5 本郭茂松手稿與單張詩稿，恰好能增補

郭茂松出版過的《有斐樓偶存稿》、《八一壽辰唱和吟稿、有斐樓偶存續稿》

兩本著作中，對於其未收的詩作增補。另外近百本由郭茂松手抄、剪貼他

人詩作、相關詩詞韻語等「詩學筆記」，可以觀察郭茂松對於寫詩所下的

工夫與苦心，對於傳統詩人詩學養成教育的研究，相當具有研究價值。以

下簡介這兩類文獻的大概內容與狀況： 

1.詩作手稿類  

(1)《有斐樓遺稿》（一） 

郭茂松並未命名此手稿，是由劉清河定名。此詩作手稿後有抄錄古人

如沈詮期、王維等作品數頁，此外有大量的詩作剪報。全文詩作以硬筆字

寫成，以記事本為稿紙，書封面以黃色牛皮紙加封。 

(2)《有斐樓遺稿》（二） 

此手稿，亦是由劉清河定名。此詩稿內收有〈孔子廟建廟八十年誌

盛〉、〈建國八十年〉、〈國慶大典〉、〈五言〉數首等諸多作品。全文詩作以

硬筆字寫成，以記事本為稿紙，書封面以黃色牛皮紙加封。 

(3)《偷閑吟草偶存稿絕句》 

此手稿由郭茂松親自定名。前有〈自序〉云：「憶余在商場手藝之間，

勞勞碌碌。偶偷閒之際，必有吟咏，不及草稿，率筆而成。每有再改更之

字，難以清書。遂至滿冊花花，甚為遺憾。因念前稿之失落繁多，故有所

吟，此後必遂寫入，非敢比諸大方乎！」16另外文末有郭茂松自著〈自傳〉

兩篇。內夾有日本詩友服部靖17與郭茂松往來詩箋兩篇與其所寄信封一

                                                 
16 見郭茂松《偷閑吟草偶存稿絕句》。 
17 服部靖，字承風，日本愛知縣人，中國古典詩同好會長兼主編、中華詩苑日本支
社長，與郭茂松有詩作酬唱往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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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服部靖名片一張。全文以毛筆書寫，以日文寫字練習簿「讀方學習帳」

為稿紙。 

(4)《有斐樓前稿》 

郭茂松並未命名此手稿，由劉清河定名。冊中有「月下吟」詩稿一張，

以聯合報社便箋寫成。此詩稿內收有〈讀報有感於年來禍頻仍賦此寄意〉、

〈臺中公園即事〉、〈己酉元旦〉、〈夢中吟〉數首等諸多作品。另外內文中

有一頁記到「墩西吟草（五八年五月廿三日舊四~初八日）」，是否為本手

稿原名，因為內頁散落，且多有錯置，不敢定論。全文以毛筆與硬筆字書

寫，以日記本「心園日記」為稿紙。 

(5)《有斐樓擊鉢偶存稿》 

此手稿由郭茂松親自定名。見於其所輯《韻玉附詩（一）139-206》筆

記中，共 31 頁。此詩稿以收郭茂松擊鉢詩為主，如〈早春〉、〈憶鄭成功〉、

〈詩人節〉、〈西施〉等諸多擊鉢作品。全文詩作以硬筆字寫成，以記事本

為稿紙，書封面以黃色牛皮紙加封。 

2.詩學筆記類  

郭茂松「詩學筆記」目前就劉清河所藏，約略有近百本左右。這些「詩

學筆記」應是郭茂松窮其畢生心血，努力蒐集、抄寫而彙集成的個人創作

詩作時，用於參考的筆記。其內容有些是謄錄清以前傳統詩人的作品，有

些是大量的剪報、有些是依據各類門來加以摘句、或是分類自己的詩作等。

這些「詩學筆記」大小厚薄不一，有些以類似電話簿的小冊子騰寫、有些

則是以較大的筆記本書寫。大多「詩學筆記」前都有以紅色的日曆用材質

紙張來作目錄頁，若有些需要增補的部份，則以白色日曆用材質紙張書寫

並貼於需增補處。這些「詩學筆記」有些保存狀況欠佳，且字跡已經模糊，

有些甚至有脫頁現象產生。據劉清河回憶，這些「詩學筆記」有某幾本是

郭茂松偏愛隨身攜帶，經常放在口袋中帶至詩會使用，可見這些「詩學筆

記」，數量雖多，但有部份是郭茂松所偏好並且常用的。  

四、郭茂松「詩學筆記」分類方式、採錄內容初探 

「類書」為古代流傳下來彙編各種材料供人查檢使用的工具書，其收

集內容之於傳統詩人，可以說是取之不盡，用之不竭的知識寶庫。「類書」

把古書中的材料分門別類地加以輯錄，包括歷史事蹟、人物傳記、名物制

度、詩賦文章、成語典故、駢詞儷語、日月星辰、山川河流、飛禽走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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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木蟲魚等各種方面，可說森羅萬象。就其收羅資料廣泛這一點來說，略

等同於現代的百科全書。歷代類書編排方式不盡一致，但可略分為二類：

一種是「按類分編」、一種是「按韻編排」。18按類的如《古今圖書集成》

是目前漢籍類書中最大的一部類書，按韻的如《永樂大典》便是此類的代

表。而傳統類書將詩文打散按類分編的如《藝文類聚》、《淵鑑類函》等，

亦有專門收集文章中的駢詞儷語者，供作詩填詞撰文時採摘，如《佩文韵

府》、《駢字類編》等。另外明朝楊慎，採摘漢、魏以後詩雋句及賦頌之類，

分韻編錄《哲匠金桴》更是私人選摘歷代詩句的代表性類書之一。 

郭茂松所藏歷代類書相當豐富，如《駢字類編》19、《佩文韵府》、《宋

稗類鈔》20等，另外相關詩詞或是其他相關典故、文史的類書亦相當豐富，

在此不再贅述。由此可見郭茂松自己所自編「詩學筆記」應與其所藏相關

類書的分類法有關聯。本段筆者就目前近百本的郭氏「詩學筆記」選出其

中數本，來討論其分類情況，希冀能得郭茂松用心於詩學的痕跡與其分類

摘採他人詩句的模式： 

1.分類法則 

郭茂松大部份「詩學筆記」是採用類似《詩學含英》依分類目的方式

編排，如依照天文、歲時、地輿、文學、武功、兵器、喜慶、形體、人事、

閨閣、交際、技術、宮廟、飲食（附穀蔬）、珠玉、衣服、器用、音樂（附

園圃）、游眺、新節序、花果、草木、禽獸、魚蟲、新器用、一般（附政

治）、玩具等諸多類目。郭茂松分類方式大多承習前人分類方式，但有些

創新的部份，如「新節序」一項內細分為開國紀念、司法、藥師、農民節、

自由日、情人、戲節、兵役、植樹、文藝、總統就職、雙十、光復等諸多

戰後的新設紀念節日，郭茂松亦依傳統分類法加以新設項目以分類來摘

句。郭茂松分門別類後，以手寫的方式標其頁碼，便於查詢。除手抄自己

或他人佳作，或是剪貼時人刊登在報紙上的詩作等，亦或抄錄古代名人佳

作依類分別鈔錄。如其中一本「詩學筆記」的閨閣類，自由女條，郭茂松

                                                 
18 此兩種類書分類方式，參考朱天俊、陳宏天《文史工具書手冊》，臺北，明文書

局，1985年 11 月，頁 294-295。 
19 劉清河宅中所藏郭茂松所購《駢字類編》為學生書局重印本，1963年。 
20 劉清河宅中所藏郭茂松所購《佩文韵府》、《宋稗類鈔》為廣文書局重印本，重刊

時間不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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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附詩「非關女界喜招搖，屈死人權匪一朝。今日雌風漸回熱，亦因世態

亦時潮。」於條下，其它如踏歌娘、新嫁娘、老嫗解詩、挫角媒婆等諸條

亦是如此。 

另外除了附詩於條例之外，亦有摘句模式。如其中有命名的「詩學筆

記」《韻玉附詩》（一）有摘句，依登覽、朝省、懷古、風土、昇平、宦情、

風懷、宴集、老壽、春日、夏日、秋日、冬日、晨朝、節序⋯⋯等共 50

類。如登覽類摘句五言「巴國山川盡，荊門煙霧開，城分蒼野外，樹新白

雲隈⋯⋯廢興懷霸業，融結想天機。」下又分「五言絕句」、「七言」、「七

言絕句」、「登樓」、「登快閣」等。其它諸條亦是如此。郭茂松「詩學筆記」

其中有其選《清近體千首詩選：郭茂松選於花壇客次》一冊，其分類方式

採用韻部分類，依東、冬、江、支、微、魚、虞等共 31 個韻字分次選詩。

每一韻字下羅列各選詩所在頁碼，如支韻下標明：4、5、6、21、26 等頁，

查詢頁碼得知選汪琬、崔華、葉永年、金漸皋等清人詩，皆依支韻選詩。 

郭茂松「詩學筆記」其中更有依字來繫詞的模式選詩摘句，如「不」

字下繫聯「不如」、「不似」、「不及」、「不道」、「不看」⋯⋯「不管」、「不

用」；「那」字下繫聯「那人」、「那知」、「那邊」等諸多分類。以「那」字

為例，選了佚名、方蒙章〈訪友〉、舒位〈西邨〉三首詩，其中佚名〈訪

友〉有句「前年曾宿那人家」、方蒙章〈訪友〉有句「那知花裏是君家」、

舒位〈西邨〉有句「桂在西邨之那邊」等，可證郭茂松此種分類是依詩句

中的使用詞彙來分類。上述幾類是筆者目前查閱郭茂松相關「詩學筆記」

後，大略見到的四種模式。 

2.採錄對象 

郭茂松大部份「詩學筆記」所採錄的對象，除了其本身的詩作之外，

另外也採錄了古人與時人的詩作。古人作品大都以手抄為主，博採諸家，

彙編於郭氏「詩學筆記」中，形成其詩作的主要養料。如其自選《清近體

千首詩選：郭茂松選於花壇客次》，便依清人詩作，按韻索驥。如趙賓〈贈

梅峰候調旋里〉、汪琬〈贈寄吳門故人〉、毛奇齡〈錢塘逢故人〉等近千首

詩作，依據詩題、詩文內容、作者逐次手抄，這本選集可以粗略窺見郭茂

松對清詩的接受情況。另外「依字來繫詞的模式選詩摘句」本的「詩學筆

記」，則博採唐、宋、金、元、明、清諸家的作品，不限那個時期。如「誰」

字選唐代白居易〈戲答〉、元代馬熙〈開窓看雨〉、明代李攀龍〈於郡城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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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卿之江西〉、清代沈名孫〈去京師〉等 14 家歷代詩人作品。由上述可見，

郭茂松用功於詩學的程度並非常人所能想像，這些歷代詩從其編抄的過程

與編排的工夫來看，是有經過其有意識的消化與吸收，才能編成這些摘句

筆記或詩選。 

郭茂松對於時人作品，亦是下了相當苦心蒐集剪貼或是抄寫。如其依

據類別所編排的詩作，能常見郭茂松剪貼報紙上的詩作附在該類目中，作

為之後寫類似詩題時的參考。如有抄「烈士血」條，先寫其個人作品，在

剪報附在此條，如周定山（左一右避、左二右避）、朱啟南（右一左避）、

蔡茂林（右二左三）、許志呈（右三左十四）、王芳壤（左四右六）、王景

瑞（右四左十）等七首，由上述刊登方式來看，應為當時青年節擊鉢詩題，

某詩會比賽結果，刊於報紙之上。另外其剪貼報紙亦有依時事和詩來選，

如「總統蔣公就任喜賦」剪報上有易敬翁、舒曼霞、李猷、張達修、吳天

聲等人七律詩作 5 首。 

特別所選詩作與其個人評語也有相關剪報，如詩題「天籟吟社暖寒會」

有選莊幼岳、曾了翁、傅秋鏞、羅尚、張友騫、陳福助、黃錠明、吳漫沙

等人的作品。如其評傅秋鏞「興豪掃雪洛陽年，郁郁斯文藻眼前。暖透芸

窗樽酒前，寒消海國主賓筵。引吭高唱梁塵落，極目空間玉鏡懸。清脆瓶

笙發天籟。新詞一闕倩誰填。」一詩，「鶴庵曰：『秋鏞詩格有變，進一大

步，此詩即為一例。』」又評莊幼岳「雅會承邀作煖寒，叨陪吟侶共杯盤。

都門迓臘天初冷，江閣題詩歲又闌。室燠已非憑獸炭，冬烘寧用戴貂冠。

林侯肯讓王元寶，酒炙延賓竟夕歡。」為「鶴庵曰：『五六兩句，極合時

代傑作。』」又如詩題「送梅魂女士赴菲參加祭祖」有選林荊南、傅秋鏞、

傅紫真、曾了翁、吳統禹等諸作，其中評傅紫真「延陵自古出名家，岷埠

敦親馭漢槎。故藉白描新粉本，異邦一點盡梅花。」為「鶴庵曰：『梅魂

擅繪梅花，故有此詩。』」又評曾了翁「此日凌風去，他時載月歸。了知

詩滿篋，一一出心扉。」為「鶴庵曰：『歸來滿詩篋，梅魂風雅可想見矣。』」

等，另外亦有見他人評語詩選，如「天涯若比鄰」等後有「銘仙評語」，「田

寮苗圃冬集作」等後有「胡輦評語」等。其它諸多類似剪報，在此不再贅

述。 

由上述可知，郭茂松除了參考唐宋以降的作詩名家，對於時人的作品

也頗為用心。古人作品多用手抄來謄寫，而今人作品則剪貼或抄寫在各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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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之中。郭茂松所抄古人詩作推測其資料來源，應是他所購買諸多歷代詩

選、詩集中，經過郭茂松有意識的篩選過，集結成自己隨身攜帶的參考本。

而時人作品則以報刊所刊登的作品，如擊鉢詩選、閒詠詩選或是依主題徵

詩的作品等。因此可以推知，郭茂松詩學是「海納百川」的模式，不拘泥

於某家某派，只要是好詩，都是他所參考的對象。 

五、郭茂松「詩作手稿」、「詩學筆記」的價值 

郭茂松的詩學涵養可以說是自學所成，從這些「詩作手稿」、「詩學筆

記」來看他的詩學造詣，恐怕非能三言兩語所能論盡。倘若僅就目前所存

這批珍貴臺灣詩學史料的文獻價值來看的話，筆者可以歸納出四點價值： 

1.可見傳統詩人學詩的用心程度  

郭茂松「詩學筆記」，可以提供後來學者研究臺灣傳統詩人，其詩學

教育養成的脈絡與資料，對於詩人的詩作風格、韻語用典、詩文見解等，

都起了示範性的作用。由郭茂松好輯錄那些作家、文人的作品，後來學者

亦可由此來追溯郭氏詩學的形成脈絡與概況。如郭茂松輯錄千餘首清詩，

或是依據單字延伸詞彙的模式來摘句等，這些「詩學筆記」都需要長時間

的浸淫在詩學的領域中，花大量的時間、精力去完成這些筆記。郭茂松不

僅好作詩、好記詩、更好藏詩。這些筆記也能為有力的佐證。 

2.將傳統詩人所珍藏的秘本公開 

每個詩人在作詩時，都會有他參考的資料。這些資料來源有些來自於

所藏的書籍，但有些是將別人的詩與所喜好的詩輯錄在一起。這些「公開

的秘密」可說是每個詩人彼此都知道的情況。然而，郭茂松卻完整地留下

這批資料，不將其銷毀，更是難能可貴。對於詩人而言，這批資料可能是

他不願意公開或被人知道的東西，因為人人得知他所依循的資料，都可能

學習、效法他所參考的資料，甚至質疑其詩是否有如江西詩派以「奪胎換

骨」的方式，來完成自己的作品，或是抄襲古人作品等諸多質疑。但對學

者而言，這正是可以論證臺灣傳統詩學的延續，除了個人師承之外，自學

與效法他人更是重要詩學養成的模式之一。  

3.眾多剪報可增補臺灣戰後詩壇文學史的資料  

郭茂松「詩學筆記」，可以增補相當多戰後詩壇上的擊鉢活動的概況

與當時有那些詩人的活躍等重要資料。除了課題、名次、投稿人姓名、唱

和情況等，甚至對於詩作評語等，都有保存。也可見從日治到戰後，運用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89期 

 70

報紙來作為詩壇活動的模式，在郭茂松的時代，相當活躍。這些剪報的來

源相當複雜，郭茂松可能剪取《臺灣新生報》「新生詩苑」或是《聯合報》

等其它諸多報刊上的刊詩等，這些資料都可供後來學者研究戰後詩壇上刊

詩與詩的傳播情況的研究題材。 

另外郭茂松也剪輯自己刊登在報刊上的詩作，與其任詞宗時所選的詩

與評語等，如他稱他在報刊上所刊的詩為「有斐樓近草」、「有斐樓吟草」

等，對於郭茂松詩作研究，這些剪報也是值得注意的重要資料。 

4.對於郭茂松個人詩作草稿的研究極富意義 

郭茂松「詩作手稿」提供了其如何推敲詩作用字的痕跡，這些「詩作

手稿」經郭茂松個人塗改、潤色的痕跡，都相當完整地保留在其手稿中，

如其〈禪詩〉原稿有句「讀餘般若了塵緣，慾壑而今幾個填」，就修改成

「讀餘般若了塵緣，慾壑而今喜盡填」。又〈病起口占〉，原稿作「平日事

紛然，常言閒坐好。幽居六十天，頓覺增煩惱。」改為「平日事紛紜，常

言閒坐好。無聊病榻中，頓覺增煩惱。」此為更改一句之例。又如〈山歌〉

原作「疊嶂芳春盡，林前踏落花。山歌聞不覺，處處摘新茶。」更為「流

水環花境，茅亭統夕霞。山歌聞不覺，處處摘新茶。」此為更改兩句之例。

此類改稿，是否與其心境改變，或是因為用韻的問題才修改，則不得而知。

然而這些例子，在郭茂松「詩作手稿」處處可見，亦可見郭茂松作詩時，

字字推敲之用心。 

六、結語 

綜合上述討論，可以得知，郭茂松作為戰後臺灣詩壇代表人物，應不

是過譽之詞。從他詩作的評價與學詩的用功等兩點，可以說是相輔相成，

環環相扣，因為郭茂松學詩用心，才造就其詩學成就。沒有一個詩人是能

天生不用功，就能寫出極富內涵的作品的。郭茂松的這批資料，或許可以

提供在研究詩人的詩作美學或是歷史成就時，另一個反向的思考，即詩人

的對詩學用心與用功於詩學的痕跡。對於傳統詩人的養成教育，除了童蒙

教育，如私塾教材《三字經》、《幼學瓊林》等諸多書籍外，另一個可以開

發的課題。即為詩人自身的詩學養成教育的研究。相信以郭茂松作為範

例，進而討論其它臺灣諸多詩作大家的自身詩學培養過程，定能對臺灣傳

統詩學的研究有一定的作用。 

另外是藉由這批珍貴資料的發現，對於郭茂松全集未來的開展，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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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奠定了重要的基礎工作。對於戰後臺灣代表性作家，目前正是要極力搶

救其詩作手稿與類似郭茂松的詩作筆記的重要階段，倘若詩界或學界不積

極保存，日後學者要想從事相關戰後詩壇的研究，恐怕只能感懷發嘆了。 

（本文於 97 年 12 月 21 日在彰化詩學會舉辦的「大彰化漢詩研討會」宣讀） 

附錄  

 

                   
【圖 1：郭茂松名片】     【圖 2：《偷閑吟草偶存稿絕句》封面】 

 

【圖 3：《偷閑吟草偶存稿絕句》序文與第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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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服部承風與郭茂松往來詩文信箋】 

 

 

【圖 5：郭茂松「心園日記」本的詩作手稿內頁例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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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郭茂松「詩學筆記」輯清近體千首詩選首頁】 

 

 

 

 

【圖 7：郭茂松「詩學筆記」依字詞摘句本舉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