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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村忠誠臺灣漢文作品論析
王幼華
摘

要

本文以中村忠誠（約1852年~1921年）寓臺期間，使用漢文寫成的三冊《涉
濤集》為研究對象。詳密考證其出身背景及學術淵源，指出其遵循唐宋八大家
行文規範，以仿擬、引用、纂組的方法創作，寫出質量均佳的作品。另外則用主
與隨與陲的觀點，分析日本統治臺灣後，以漢文進行文化上構接的必要性與特殊
性。中村忠誠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寫出了十分純粹的漢文作品。因為是統治者
中的一員，所以在作品裏鼓吹臺人附日的合理性，也流露出殖民者的意識。
關鍵詞： 中村忠誠、日治時期、漢文、文化構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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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中國的典章制度、傳統經籍及書寫模式，一直被日本廣泛的接受與吸收，且
成為其不可分割的立國元素之一。漢文更是日本人民基本的素養，統治階層及知
識份子，皆須接受漢文教育，普遍具有良好的讀寫能力。 1 明治四十年（1907）
《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版》的〈論議漢文統一〉說：
日韓清三國，歷世數千年，文明治化，徵之於史，一據漢文以發達焉。曰
法政，曰道德，曰理財，曰工藝，凡百事物蓋莫不取範於漢學……何哉﹖日本
傳漢學千五百餘年，國家治教之所藉，國民風氣之所本，莫不資於此。 2
這雖是當時日本有意成為亞洲霸主，運用漢文做為「統合」、「構接」三
國的言論，但也道出實際的情況。日本治臺時期，渡海而來的官民，普遍具有這
樣的基礎。在寫作方面，能寫漢詩、散文的人數甚多，重要的公文書、昭告等都
是用漢文來書寫。這些作家大多兼能漢詩、俳句；其中中村 忠誠詩作甚少，是比
較純粹的散文作家。日治時期的日人漢文創作，與當時中國或臺灣的淵源相同，
理論相似，彼此是可以「相看互通」的。事實上來臺的日本文士，頗多為一時之
選，如岡本監輔、安原富次、館森鴻、籾山衣洲、中村忠誠、佐倉孫三等，這些
作家可以完整的追述其於日本漢學界的門第及創作流派，在日、臺兩地頗有好
評。中村忠誠有關臺灣之作，具有相當高的質地與價值，就臺灣古典文學發展的
脈絡而言，具有重要意義，很有必要加以研究討論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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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元滿，〈漢字文化─日本文化系統的重要支柱〉第四章，《漢字在日本的文化意義研究》﹙北京：北京大
學出版社，2003年），頁152。
又吉盛清編，〈論議．漢文統一〉《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版》明治40年11月第69號（日本：沖繩縣那霸市
ひるぎ社複印出版，1994年-1995年），頁1。該雜誌於明治35年11月出刊漢文版。
中村忠誠的研究較為完整的有：廖振富，〈中村櫻溪〈城南雜詩〉的臺灣風土與旅居書寫〉，中興大學臺灣
文學研究所，「東亞移動敘事帝國‧女性‧族群」國際研討會」2008年；〈中村櫻溪北臺灣山水遊記的心境
映現與創作美學〉，東海大學中文系「臺灣古典散文學術研討會」會議論文2009年。本文後收錄於，《臺
灣古典散文學術論文集》，里仁出版社，2011年。李展平〈擬古的異鄉情懷－試論中村櫻溪旅臺山水遊
記〉，《臺灣文獻》第61卷2期暨《別冊》第33號，2010年等。這兩篇論述各有其偏重之處，廖振富除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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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村忠誠（約1852-1921），字伯實，號櫻溪。出身藩學，曾任法衙書記
（〈鹿友莊文集序〉），於明治十四年八月（1881）受其師倉田幽谷友人木原老
谷推薦，前往埼玉縣師範學校中等師範科任教。 4 任教前後約十年，明治三十二
年（1899）四月辭職。同年四月七日來臺，任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專任教授。明
治四十年（1907）因「教學將新，子為最舊，宜請解官」 5 ，被改聘為「囑員」
即兼任教師，對此項改動甚感挫折，因此提出辭呈，七月十四日離臺。來臺時間
約八年三個月左右。返日後續任中學教諭。在臺期間，出版以漢文寫成的《涉
濤集》（1903）、《涉濤續集》（1904）及《涉濤三集》（1908）等三冊。三
書收有文章四十三篇，詩十首。內容有遊記、書序、贈序、賦、書信、雜記、
賀、銘、贊等文體。作品發表於《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時報》、《臺灣教
育 會 雜 誌 • 漢 文 版 》 6及 國 語 學 校 《 校 友 會 雜 誌 》 等 。 另 有 其 他 詩 文 散 見 各 刊
物。在日本則有《盤錯秘談》（1891）、《廻瀾餘話》（1893）、《高勾麗古
碑徵》、《俗語彙編》、《臺疆節物詩》、《恒語叢》（未完成）等。過世後
館森鴻、町田伯武等整理相關作品，出版《櫻溪文鈔》三卷（1927）共八十七
篇，內容以遊記、書序、碑文及傳記為主。 7

貳、來臺原因
甲午戰爭後次年，臺灣割讓日本，成為其帝國殖民地。殖民政府為統治須
要，於明治三十年（1897）閣議通過，在臺灣設立「國語學校」。這所學校的編
制有校長、教授、助教授、教諭、助教諭、舍監、書記等。 8國語學校主要任務有
二，其一是教授臺灣人日語，培養公私機關團體的業務人才，其二是養成臺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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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豐富外，是以賞析及美感表現為主。李展平以擬古的創作概念，析論中村旅臺山水遊記的表現手法，焦
點與本文十分不同。
埼玉縣師範成立於1878年，1886年~1898年改為埼玉縣尋常師範，1898年起再改為埼玉縣師範，直至1943
年。
中村忠誠，〈去臺自述〉《涉濤三集》（臺北市，發行人：平島辰太郎，明治41年（1908年）7月印行），
頁28。此時中村忠誠已返回日本一年左右。
中村忠誠與籾山衣洲於明治37年（1904年）2月第23號起，被聘為《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版》編輯委員。
就《櫻溪文鈔》序文內容來看，主其事者應為館森鴻。《櫻溪文鈔》選錄其一生重要作品。中村娶妻青鑄
氏，曾生一女，不幸於十六歲時過世。無子，過繼族人南氏子忠諒為嗣。見館森鴻，〈中村先生墓誌銘〉
《櫻溪文鈔》，頁1。其繼嗣者生於明治45年（1912年），與他相差一甲子六十歲。參見中村忠誠，〈中村
氏桑梓碑〉《櫻溪文鈔》卷三（東京市：中村忠諒發行，圓谷印刷所印刷，昭和2年（1927年），頁33。
就讀時間三至四年。其中教授八人，官等為奏任；助教授六人，官等為判任；教諭十五人，官等為判任；助
教諭九人，官等為判任。國語學校的編制經常有變動，1899年來臺時教授的員額為八人，次年便減少一人，
助教授則增為十人。參見李園會，〈師範學校教育〉第九章，《日據時期臺灣教育史》﹙臺北市，國立編
譯館出版，臺南市，復文出版社發行，2005年﹚，頁125~141。另見謝明如，〈國語學校官制沿革表〉〈日
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之研究（1896-1919）〉，國立臺灣師範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2006年，頁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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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教育人員。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以後，因師範部的擴大，成為以培養師
資為主要目標的教育機構。這些來臺的教師，承擔了很重要的任務，那就是編製
服膺日本統治思想的教材，培育將「臺灣逐步日本化」的師資。治臺初期，兼通
日語與臺語的人甚少，管理上往往扞格不入。而短時間內要培養統治人才，有緩
不濟急的困境。在這個過渡時期，雙方可以互通的是「漢文」及其相關的文化背
景，臺灣原為中國領土，主要居民也來自中國；日本則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
其相似部份，成為彼此可以「構接」之處。 9 因此由「內地」引進精通漢文的教
師，成為這段時期的辦法之一。殖民政府向日本國內招募具有這樣背景的教師，
因為待遇優厚，發展機會多，有意願者甚多。中村忠誠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
來臺灣的，他曾自述來到此地有幾個因素：
其一待遇較佳。在日本的教師待遇普遍不高，到臺灣教學則有各項優待。
〈居臺九樂八苦〉一文說，國語學校隸屬總督府，是正式的文官。在此為 官「加
以本俸百分之三十。滿二歲則每年加五，五歲而至五成。」 10 時間久了官等還可
以進階。此外吃住免費，「處官舍食官俸，而無稅租」，許多苛細法令都可免
除。 11 中村來臺時的職位為「敘從六位」 12 ，年薪約800圓。 13 相對於國內這是很
好的待遇，「官俸優」是他感到快慰之事。
其二對新領國土的好奇。臺灣成為新領土，除了異地的風土人情吸引人之
外，日本國內的文武官員、實業家、政治家、旅行者、勞動者，甚或遊手好閒之
輩，都有意前往「大展鴻圖」。 14 希望能在這座以武力割取來的島嶼上，尋求發
展，開創新事業。
其三首任町田則文校長的邀請。町田則文（波山）於明治二十九年（1896）
六月來臺，擔任首任國語學校校長；四年後，明治三十三年（1900）四月離職。
町田則文為東京師範第一屆中學師範科畢業，歷任中學校校長、師範學校校長、
高等師範學校教授等，資歷豐富。在他擔任埼玉縣師範學校校長時，中村忠誠任
教其校，兩人有長官、部屬之誼。 15 另《涉濤三集》曾言他剛到臺灣的夜晚，就
9

所謂「文化構接」，意為兩種不同的國家或民族，運用彼此相類似的文化背景，進行互相交往或溝通的行
為。參見王幼華，〈日本帝國與殖民地臺灣的文化構接—以瀛社為例〉，《臺灣學研究》第七期（臺北
市：中央圖書館臺灣分館‧臺灣研究中心出版，2008年6月）。
10
中村忠誠，〈居臺九樂八苦〉《涉濤三集》，頁25。
11
中村忠誠，〈居臺九樂八苦〉，頁26。
12
館森鴻，〈中村先生墓誌銘〉《櫻溪文鈔》，頁1。
13
謝明如，〈學校組織、人事與營運〉〈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之研究（1896-1919）〉第三章，頁
76。
14
謝明如，〈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之研究（1896-1919）〉，頁8。
15
町田則文離開埼玉縣師範學校校長一職時，中村忠誠曾為他寫有〈送町田波山教授序〉一文，敘述其職掌該
校的事蹟，見中村忠誠，〈送町田波山教授序〉《櫻溪文鈔》卷一，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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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拜訪校長，「夜詣町田校長，則文校長亦嘗受眷於埼玉。」 16 另同文裏，也記
述了在臺灣見到許多來自埼玉縣的老友，如杉山文悟、加藤宜正及橋本武教授
等。這些人大概都是縁町田校長之故，陸續來到此地的。
由上述三點原因可知，經濟因素、個人生涯發展及長官提攜，是他來臺的
原因。不過其中最重要的是，具備了當局最須要的漢文能力。國語學校將漢文
納入必修課程，是來自町田則文明治三十年（1897）的建議。因為來就讀的學
生，不懂日語之外，漢文程度也參差不齊，與教師溝通上有困難。加入漢文課
程，可以使教與學較能順利推動。這個建議對後來學生的學習，有很大的助益。
中村忠誠在〈雪窗遺稿序〉說臺灣剛割讓日本，人們心懷反側，言語不通，統治
者不諳民情，彼此嫌隙甚大。不過「筆話以通其意，詩賦以言其志」 17 、「土人
士率好文學，詩賦風雅。雖言語不通，得談其心志」 18 ，如果以寫漢字或吟誦詩
歌，做為溝通的媒介，效果非常好。 19 吉田彌平《町田先生傳》說町田則文在教
師的招聘上，費了很大的苦心，「特別是為教育使用漢字之人民，不能不學習漢
文。」 20 ，因此特別聘任了位階、勳等皆高的岡本輔監 21 、中村忠誠、安原富次 22
等先生。中村忠誠的渡海來臺，便是在這樣的機緣下產生的。

參、學術與文風淵源
中村忠誠的祖父隸屬上野吉井藩（現群馬縣高埼市吉井町），父親承繼祖
父職位擔任內庫監。明治二年（1869年）吉井藩響應「版籍奉還」政策，廢藩
置縣，改編為東京府士籍。 23 中村忠誠曾在藩學內向倉田幽谷學習。藩學是各
個藩主為了教育藩中子弟，因此設立的教育機構。教學內容主要課目是所謂的
「傳統儒學」，尤其是根據朱子學說理論詮釋的四書、五經為主；有些會加入算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中村忠誠，〈涉濤紀略〉《涉濤三集》，頁24。
中村忠誠，〈雪窗遺稿序〉《涉濤三集》，頁3。
中村忠誠，〈居臺九樂八苦〉《涉濤三集》，頁26。
中村忠誠於〈戴案記略序〉中稱為「臺疆一知己」的吳德功，與中村忠誠兩人亦須靠筆談才能溝通，見〈讀
中村櫻溪先生社濤集書後〉《吳德功全集 ･ 瑞桃齋文集》（南投市：臺灣省文獻會，1992年），頁114。吳
德功許多作品如〈戴案記略序〉等皆發表在《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版》。吳德功的古文作品，率多有中村
櫻溪的評語。
引見謝明如，〈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之研究（1896-1919）〉，頁83。
岡本監輔（韋庵）（1839年~1904年）著有：《萬國通典》、《千島見聞錄譯著》、《日本維新人物志譯著
抄》、《支那遊記》等。他曾在〈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版〉連載〈臺灣史稿〉一文，亦有不少詩作詠臺灣
史事。但所識不深，大多為閱讀方志、文獻等資料所得。
安原富次1896年4月~1899年6月在臺。著有《漢文訓讀觀》、《文章軌範讀本箋注》、《和漢譯文法》等
書。因腦充血病辭職。
參見中村忠誠，〈中村氏桑梓碑〉《櫻溪文鈔》卷三，頁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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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醫學、洋學、天文學、地志學等科目，但仍以儒學為主。 24 這漢文教科書和
文學選本有《千字文》、《百家姓》、《唐宋八大家》、《文章規範》、《古
文真寶》等 25 。館森鴻在序《涉濤續集》裏說 26 中村忠誠學術，淵源於倉田幽谷
（1827-1900），倉田幽谷得之於安井息軒（1799-1876），安井息軒得之於松
崎慊堂（1771-1844） 27 。就其所述師承來看，他承續的是江戶時代的漢學脈絡
（1603-1867）。安井息軒、松崎慊堂等學者，熟習中國傳統經典，以考證、注
釋之學知名於世，在相關的論述裏將之歸於「折衷、考証學派」 28 。館鴻森同文
內說中村忠誠「博聞強識，最長考證」，且纂著甚富 29 。江戶時代的漢學，一直
與中國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除典籍的研究外，非常重視詩文創作。其中一派以
唐宋八大家為尊，學習其文章理論，模擬其作法。如寬政年間（1789-1800）的
三博士：柴野栗山、尾藤二洲、古賀精里等，最為推崇八大家；其後佐藤一齋
（1772-1859）、賴山陽（1780-1832）等知名作家的作品，有著很濃的八大家文
章風格，在當代十分具有影響力。文久年間（1861-1864）有安井息軒、鹽谷宕
陰（1809-1867）、芳野金陵（1803-1878）等承緒文風，名重一時。這種文章
的作法，一直到明治、大正年間，仍為主要的書寫範本。 30 中村忠誠的漢學基礎
及創作理路，所沿續的便是這個脈絡。 31 安井朝康《櫻溪文鈔序》上說他以松崎
慊堂為尊：「擺脫明清，一以漢唐為歸。……尤長於敘事，出言簡奧，而事理詳
盡。」 32 同書館森鴻（子漸、袖海）的序說：「……猶出入唐宋諸家。」、「尤
善記事，整齊閒雅，毫無艱深險薄之習。」 33 ，〈中村先生墓誌銘〉說：「其文
溫粹典雅，有歐曾之風。」 34這些都是很準確的評語。
與中村忠誠學術、寫作生涯密切相關的，還有「文會（社）組織」。據牧野
謙次郎的《日本漢學史》記載，明治初期的知名「文社」有明治五年（1872）
創辦的舊雨社（1872-1902、3），其後有麗澤社（1879-1903）與洄瀾社。洄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李慶，〈明治初期日本學制的變革〉，《日本漢學史》第一編第四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年﹚，頁
57。
李慶，〈19世紀後期的日本中國研究概況〉，《日本漢學史》第二編第四章，頁167。
吳福助、黃哲永主編，《全臺文》二十四，中村忠誠著，《涉濤續集》﹙臺中：文听閣圖書公司，2007
年﹚，頁181。
參見吉田篤志著、連清吉譯，〈江戶後期的考證學─松崎慊堂的學問〉（臺北市：中央研究院，《中國文
哲所通訊》，〈日本考證學研究專輯〉第十二卷第一期，2002年3月）。http://www.litphil.sinica.edu.tw/home/
publish/newsletter/012-01.htm。2012.7.1檢索。
李慶，〈明治維新前後的日本社會狀況〉，《日本漢學史》第一編第一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年），
頁4。
館鴻森，〈涉濤續集序〉《涉濤續集》，頁154。
牧野謙次郎述，〈德川時代（第三章‧第三期）〉，《日本漢學史》，頁226-228。
中村忠誠〈答內田中準書〉說：「先師少師事息軒氏，修漢唐古學。」見《櫻溪文鈔》卷二，頁34。
安井朝康，《櫻溪文鈔 ･ 序》，頁1、2。
館森鴻，《櫻溪文鈔 ･ 序》，頁4。
館森鴻，〈中村先生墓誌銘〉《櫻溪文鈔》，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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瀾社於明治七年（1874）十月由川田甕江（1830-1896）創辦，最初名為「盍
簪社」；明治十六年（1883）由松平破天荒提議，改稱此名。依明治二十八年
（1895）服部愛軒〈創社二十年會刊序〉，列名的會員有中村忠誠、松平破天
荒、藤田春堂、齋田竹海、淺見飯峰等十人，推測中村忠誠應是在「是等は皆十
年前後の加盟者である。」35 這些「文社」的出現，源自舊有幕府制度被推翻，
承續漢學傳統的藩屬士人，面臨被取代甚或淘汰的威脅，因此產生了凝聚同道，
結盟自保的行動。幕末到明治時期，由於西方勢力的入侵與壓迫，國內不得不產
生對應與調整，漢學、國學、洋學等流派，進行了相互「軋轢」（牧野謙次郎用
語）的辯駁，時間長達數十年。以神道建構日本學術獨立為指標的國學派，受到
漢學與佛教的攻擊，很快就喪失了影響力。漢學派則因清朝國力的衰微，不再受
到崇敬，洋學派則逐漸的取得優勢，成為主流。 36 這些如雨後春筍般的文社、吟
社，是幕府解體後，漢學界的反撲運動，是一種「護教式」行動展現；是對保存
日本主流文化傳統，也是為了自身生存所做的努力。 37 參與文社的會員具有很強
的保守意識，「洄瀾社」的命名來由，就有「迴漢學狂瀾於既倒」的意思。 38
文社在中國來說，大多是為應科舉考試而產生的，與因應世變，議論時事的
士大夫結社，很不相同。入社的讀書人來此鑽研制藝方法，屬文綴詞，揣摩時文
風氣，最終目的是為考場連捷，功名得遂。一般在科舉年才會有較密集的聚會，
會中主事者出題，社員擬作，然後共同評點、討論。清代臺灣的文社，全都是以
這樣形式存在，且通常與文昌祠結合；是所謂士子「會文結社，以為敬業樂群之
所」。這類型的文社數量甚多，以彰化縣來說，一縣之內即有十四社。 39 洄瀾社
運作方式如同一般詩社，每月均有課題，也藉由報章雜誌向海內外徵文，運作十
分穩定。社員作品發表後，社內同仁都會有所評論。中村忠誠說：「如所著《涉
濤集》，皆系社中詩有評隲。」 40 這些評論大多十分簡短，絕大部分皆為揄揚、
讚譽之詞，縱有批評也十分委婉隱微。
中村忠誠為洄瀾社的中堅份子，曾編有《洄瀾社文卷》（？）、《廻瀾餘
35

36
37

38
39

40

牧野謙次郎述，〈明治時代（第三章‧第四期）〉，《日本漢學史》，頁322。其後舊雨社與麗澤社因社友
凋零，合併為一社。明治36年（1903年）麗澤社又與洄瀾社合併。
李慶，〈明治維新後有關漢學的爭論〉，《日本漢學史》第一編第六章，頁91~94。
參見陳瑋芬，《近代日本漢學的「關鍵詞」研究─儒學及相關概念的嬗變》第一章﹙臺北市：臺灣大學出
版中心，2005年），頁19。
李慶，〈明治初期日本的中國研究概況〉，《日本漢學史》第一編第五章，頁78。
彰化縣於清代有：有拔社、騰起社、振文社、引心文社、螺青社、興賢社、文蔚社、登瀛社、萃升社、達
社、景徽社、崑山社、西雝社、玉山社等，引見林文龍，《臺灣的書院與科舉》﹙臺北：常民文化，1999
年﹚，頁116。桃園縣龍潭地區在清代算是偏鄉，但仍有崇文社、文光社、拿雲社等文社，見同書頁260。文
昌祠頗多宗教科儀，須要具有文字能力者參與，這些人並非全為科考而來，很多僅是參與宗教日常事務。
又吉盛清編，《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版》第23號，頁22。

8

臺灣學研究．第十四期

民國一○一年十二月

話》（1893）等。在臺灣教學時期，亦將其社的徵文啟事、每年月課題目等，發
佈在《臺灣教育會雜誌》（1903-1927）「內外彙報」一欄上。目前可查知的課
題有第二十三號（1904年2月25日）、第三十五號（1905年2月25日）、第四十七
號（1906年1月25日）、第五十九號（1907年2月25日）等41 。臺灣性質如同洄瀾
社這樣的文社，直到日治時期大正年間才出現，如崇文社（1918）、臺灣文社
（1919）、高山文社（1922）等。其創社動機及運作模式，除了是受到殖民政府
提倡漢文運動之外，明治年間，日本漢學詩文團體萌起的現象，及介入社會的影
響力，也是啟發他們仿效的重要因素。 42

肆、作品分析
中村忠誠來臺灣的工作，便是運用日語對譯漢文、漢詩的專長，教育本地的
學生，培養能夠為殖民政府所用的人才。割讓初期，臺灣人民普遍不能接受新政
權的來到，武裝反抗的力量此起彼落。因此以教育來改造，來馴化，以利統治，
是屬於必要的策略。中村忠誠較為特殊的部份，是以深厚的中國傳統古文訓練，
寫出質量俱佳的作品。其作品深受中國傳統文學，尤其是唐宋文影響，內容頗有
可論之處。以下就其相關作品做一分析。

一、源自中國的漢文思惟與寫作模式
1.仿擬、引用中國文學作品
中村忠誠受中國文學的影響可謂無所不在。首先是文集的題名：在臺灣出版
的三本文集，皆題名為「涉濤」。這兩字的由來，根據館森鴻的說法是要到臺灣
任職時，東京詩文界設宴、賦詩，來為他送別。緣此，重野成齋引用唐人高適五
律〈送柴司戶充劉卿判官之嶺外〉一詩中的：「忠信涉波濤」 43 ，題在送別的詩
41

42

43

見又吉盛清編，《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版》。洄瀾社月課題刊登方式，可以第三十五號（1905年2月25
日）為例。本期有一說明語：「嗟吁!斯文日衰之際，挺然特立，以維持奎運。臺疆文士，其將何感﹖」有
鼓吹漢文寫作的用意。其後將洄瀾社一年將要課的題目刊登出來，由一月到十二月，每月兩題，提供讀者，
亦有徵稿之意。當年三月題為：1遊日比谷公園記、2.吾與點解，兩個題目。因為擔心投稿者不知其題目重
點為何，亦在文後有重點提示。見其書頁24。
民國初年鄭孝胥（1860年~1938年）於上海與唐晏等組成麗澤文社，張愛玲之父張志沂曾參加其社的活動。
鄭孝胥的麗澤文社，應受重野成齋組織的麗澤社影響。明治年間在日本的王韜、黃遵憲、楊守敬等，都曾參
加麗澤社的活動。這是日本結社行動倒反影響中國的一個例子。就崇文社、臺灣文社、高山文社等社員所發
表的作品來看，其介入臺灣政治、社會等議題的意願很高。
高適，〈送柴司戶充劉卿（鄉？）判官之嶺外〉原詩：「嶺外資雄鎮，朝端寵節旄。月卿臨幕府，星使出詞
曹。海對羊城闊，山連象郡高。風霜驅瘴癘，忠信涉波濤。别恨隨流水，交情脱寶刀。有才無不適，行矣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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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合集上。中村忠誠再選用其中「涉濤」兩字，來為文集命名。
其次是相關作品中的影響：〈玉山吟社宴會記〉一文，可以看出許多仿擬、
化引或直接引用的句子。 44 如：「舟船來往，漁歌互答」 45 出自范仲淹〈岳陽樓
記〉「漁歌互答，此樂何極」 46；「既而餚陳酒至……及宴酣興旺，杯盤狼藉」 47
出自蘇軾〈赤壁賦〉：「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藉。」 48 另
「五聲相和而成樂，五采相雜而成文，五味相和調成其味」 49 出自李維楨〈謝肇
淛五雜組序〉：「五行雜而成時，五色雜而成章，五聲雜而成樂，五味雜而成
食。」 50 其中「漁歌互答」、「杯盤狼藉」皆為直接引用原文。五聲、五采、五
味則與謝肇淛原詩句略有改動，將「雜」改為「相和」。
〈觀擬戰演習〉：「凡十里土壤，遠邇景物，歷歷在一矚之下，莫得遯
51

隱」 、「乃據嵓攀茅以登」 52數句，出自柳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攀援而
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 53 、「尺寸千里，攢蹙累積，
莫得遯隱。」 54 這篇文章的寫作視角，使用的文辭，皆在〈始得西山宴遊記〉一
文之間。
〈遊屈尺記〉：「桑麻雞犬，隱成一邑落。風光婉約，若展桃源圖。既至，
則老幼男女盡出觀之」 55 出自陶淵明〈桃花源記〉：「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
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
訊。」 56 作者明白標出眼前之景宛如一幅「桃源圖」，是修辭學上「明引」的用
法。「心曠神怡，殆乎寵辱皆忘矣」 57 出自范仲淹〈岳陽樓記〉：「登斯樓也，
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 58 「心曠神怡」是直接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徒勞。」見《全唐詩》第四冊（臺北市：復興書局，1967年再版），頁1211。
本文「仿擬」的定義引用自黃慶萱的《修辭學》第四章 仿擬：「仿擬可分為廣義、狹義兩種。廣義的仿擬
指單純對前人作品的模仿。狹義的仿擬指模仿前人作品而意含諷刺。」本文採其廣義的定義。（臺北市，三
民書局，1983年第四版），頁77。黃慶萱《修辭學》第五章 引用說：「語文中援用別人的話或典故、俗語
等等，叫做『引用』。」「引用」又可分為「明引」與「暗用」兩類。同書，頁99。陳正治則增加了「化
引」一類。陳正治《修辭學》說：「化引是變化的引用，就是對引用的事件或話語，經過調整、增刪的變
化。」陳正治，〈第十四章 引用〉《修辭學》（臺北市：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3年第二版），頁179。
中村忠誠，〈玉山吟社宴會記〉《涉濤集》，頁124。
中村忠誠，〈玉山吟社宴會記〉，頁124。
曾棗莊、劉琳主編，范仲淹，〈岳陽樓記〉《全宋文》卷386，第18冊（上海市：上海辭書出版公司，2006
年），頁420。
蘇軾，〈赤壁賦〉《蘇東坡全集》（臺北市：河洛出版公司，1975年），頁268。
中村忠誠，〈玉山吟社宴會記〉《涉濤集》，頁125。
李維楨，〈謝肇淛五雜組序〉（臺北市：偉文圖書出版，1977年），頁1。
中村忠誠，〈觀擬戰演習〉《涉濤集》，頁126。
中村忠誠，〈觀擬戰演習〉，頁126。
柳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柳宗元集》（臺北縣：漢京文化事業出版公司，1982年），頁762。
柳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頁762。
中村忠誠，〈遊屈尺記〉《涉濤集》，頁129。
陶淵明，〈桃花源詩并記〉《陶淵明詩文彙評》（臺北市：明倫出版社，1972年），頁338。
中村忠誠，〈遊屈尺記〉《涉濤集》，頁130。
曾棗莊、劉琳主編，范仲淹，〈岳陽樓記〉《全宋文》卷386，第18冊，頁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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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范仲淹的名句，「殆乎寵辱皆忘矣」是化引的修辭法，亦即在本段文句前後
增加了一些文字。
〈七星墩山蹈雪記〉文章起始，作者便說正在讀毛注《詩經》，因此引用
了《詩經》許多篇章，如：「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有鳴倉庚，載其好音……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陟彼崔嵬，間關終日…。」 59 本段文字出自以下四首
詩：〈大雅‧民勞〉：「民亦勞止，汔可小愒。」 60 ；〈豳風‧七月〉：「春日
載陽，有鳴倉庚」 61 ；〈小雅‧大東〉：「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62 ；〈周南‧
卷耳〉：「陟彼崔嵬，我馬虺隤。」 63 文中「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有鳴倉
庚」、「周道如砥，其直如矢」、「陟彼崔嵬」四句來自不同的四首詩，且皆原
文照錄。另有描寫七星山桃樹正在開花的，或已結桃子的，化引了「有其華灼
灼方開者」 64 、「有其葉蓁蓁既著子者」 65 兩句。這兩句出自〈周南‧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66
另一段「人煙散點，雞犬相聞，有桃源之風趣」 67 之句，亦出自陶淵明〈桃花源
記〉。
〈石壁潭賦並序〉起首便說，與友人們藉一小舟仿效「坡僊之遊」，其間
文字、韻腳、格式都按照賦的格律與作法，謹守規矩。他說這篇作品雖脫胎於蘇
軾〈赤壁賦〉，但自信可以超過古人「一刷古貌，自開生面」 68 。且認為日本的
賦作雖不少，但都不「入調」，想要看到合韻律的作品很難，可見對自己作品的
自信。其間引用、化引的文句很多，如「吾與子之所共適」、「傾殘樽以重酌」
等。
〈祭殤女幸文〉為作者於明治三十二年（1899），為哀悼逝世週年的女兒
中村幸而作的祭文。此篇主要仿擬自兩篇名作：「汝其有知耶﹖無知耶﹖」、
「吾眼已茫茫，吾齒已豁豁」、「吾將須汝而存宗祀，孰謂汝先吾而死……」 69
三句，出自韓愈〈祭十二郎文〉：「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吾年未
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彊者夭而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中村忠誠，〈七星墩山蹈雪記〉《涉濤集》，頁132、133。
〈大雅‧民勞〉《詩集傳》，朱熹注，（臺北市：臺灣中華書局，1978年），頁200。
〈豳風‧七月〉《詩集傳》，朱熹注，頁90。
〈小雅‧大東〉《詩集傳》，朱熹注，頁147。
〈周南‧卷耳〉《詩集傳》，朱熹注，頁3。
中村忠誠，〈七星墩山蹈雪記〉《涉濤集》，頁132。
中村忠誠，〈七星墩山蹈雪記〉，頁132。
陶淵明，〈桃花源詩并記〉《陶淵明詩文彙評》，頁338。
中村忠誠，〈石壁潭賦並序〉《涉濤續集》，頁155。
中村忠誠，〈石壁潭賦並序〉，頁155。
中村忠誠，〈祭殤女幸文〉《涉濤集》，頁14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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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者全乎？」 70 三句，將其化引與重組。「吾德涼福薄，內無期功之親，外無葭
莩之戚，煢煢覺立，形影相吊……」， 71 出自李密〈陳情表〉：「外無期功強近
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孑立，形影相吊。」 72
此外運用仿擬、引用的修辭方式，將中國傳統名篇名作，編綴入文的作品甚
多。如：〈移臺灣遊寓詩人文〉：「吐錦心、披繡腸以對，無乃悖天意乎」 73 出
自柳宗元〈乞巧文〉：「駢四儷六，錦心繡口」 74 ；〈竹子湖觀櫻花記〉：「環
村皆山」 75一句，出自歐陽修〈醉翁亭記〉：「環滁皆山也。」 76；〈記釣魚〉：
「余客臺疆，官散責輕，暇則施施漫漫，縱心任意，靡所抅束，採蘭於山，釣
鮮於溪，以為娛樂」 77 出自柳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自余為僇人，居是
州，恆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 78 ；〈登大屯山記〉「冠者五六
人，童子六七人，請同遊」 79 出自《論語》〈先進〉：「莫春者，春服既成，冠
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80 ；〈木如意銘並小引〉
「烈士執之，逆豎頭裂」 81 出自文天祥〈正氣歌〉：「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
裂」 82等等。

2.善用典故
中村忠誠文章用典之處 83 ，不勝枚舉，亦可見出出入中國經史典籍的功力。
籾山衣洲（1855-1919）明治三十一年（1898）以《臺灣日日新報》漢文主筆的
身份被招募來臺，明治三十七年（1904）四月因染病，被報社辭退。中村忠誠曾
為他寫了一篇〈上兒玉總督乞留用籾山逸也書〉為其聲援，其中引用了張建封、
嚴武兩人分別救濟、收留了窮困潦倒的韓愈、杜甫。「昔者唐張建封節度徐州，
收窮歸之韓愈；嚴武之帥蜀，救拾橡栗之杜甫，二子得因以免飢寒。」 84 這是史
上有名的佳話，希望兒玉總督能效法嚴武、張建封，寬待籾山衣洲，濟其貧病。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韓愈，〈祭十二郎文〉，馬其昶等，《韓昌黎文集校注》（臺北縣：漢京文化事業出版公司，1983年），頁
195。
中村忠誠，〈祭殤女幸文〉《涉濤續集》，頁144。
李密，〈陳情表〉《增補六臣注文選》（臺北市，華正書局，1979年），頁195。
中村忠誠，〈移臺灣遊寓詩人文〉《涉濤續集》，頁182。
柳宗元，〈乞巧文〉《柳宗元集》，頁489。
中村忠誠，〈竹子湖觀櫻花記〉《涉濤續集》，頁158。
曾棗莊、劉琳主編，歐陽修，〈醉翁亭記〉卷739，第35冊，頁115。
中村忠誠，〈記釣魚〉《涉濤續集》，頁164。
柳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柳宗元集》，頁762。
中村忠誠，〈登大屯山記〉《涉濤續集》，頁161。
〈先進〉《論語》，邱燮友等，《新譯四書讀本》（臺北市：三民書局，1976年修訂六版），頁155、156。
中村忠誠，〈木如意銘並小引〉《涉濤三集》，頁20。
文天祥，〈正氣歌〉《文文山指南錄》（臺北市：臺灣中華書局，1972年），頁155。
用典的修辭法黃慶萱將之歸為引用，並做了不少討論。然而並未將之做很明確的定義，見其書《修辭學》第
五章引用說，頁112~119。本文將中村忠誠用典的寫作法，獨立出一節。
中村忠誠，〈上兒玉總督乞留用籾山逸也書〉《涉濤續集》，頁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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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臺灣遊寓詩人文〉是中村忠誠勸告遊寓臺灣的詩人文士，要「揮巨翰、
灑掾筆」將臺灣的山川風物、民俗風情、奇花異獸，鋪寫成文，正如：「昌黎之
於潮，儀曹之於柳……杜陵寓慨於蜀山川，太白展才於夜郎。香山吟秦中而其感
加深，玉局有海外文字，而益見其胸中磊塊。」 85 被貶者李白、韓愈、柳宗元、
蘇軾，流亡者杜甫，反映秦中人民慘況的白居易，都寫下流傳千古的作品。另
如〈服子裁文序〉：「豈昌黎氏所謂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其鳴其不幸
者歟。」 86 用的是韓愈〈送孟東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抑將窮餓其
身思愁其心腸，而使其鳴其不幸者歟」 87 的故事，然而這個典故，文字雷同之處
甚多。〈居臺九樂八苦〉「卉木多奇異，植以墳賁園，嵇含所狀，昌黎河東所
詠。」 88嵇含寫有《南方草木狀》 89詳細介紹了南方各類的花草樹木，韓愈寫有詠
芍藥、杏花、荷花、牡丹、楸樹、榴花、葡萄等之作，柳宗元有敘述親身種植甘
樹、木槲花、朮、白蘘荷、海石榴、靈壽木、仙靈毗等的詩文。

3.文友們指出的引用及仿擬
中村忠誠的文章發表後，洄瀾社的文友及臺灣的黃植亭，給予很多短言式、
眉批式的評論。評論中往往也會指出了文章出處所在，這種方式是呂祖謙《古
文關鍵》的論文四法之一「源流法」的應用。 90 中國傳統的寫作觀中文章能「引
經據典」、「步武古人」是被認為學有所本，文有根基的，日本的漢學界也承
襲這樣的價值觀。社友認為他主要仿擬及引用的作家有：韓愈、柳宗元、歐陽
修、蘇東坡等唐宋八大家。如〈遊屈尺記〉的社友評論：服部愛軒：「蓋善學
韓柳」 91 ；淺見飯峰：「似學廬陵豐樂亭記」 92 ；松平破天荒：「如讀昌黎送鄭
尚書序」 93 等。〈登觀音記〉日下勺水評曰：「有柳州諸記之概。」 94 〈送大矢
水齋東歸引〉藤波王民評：「假他人言，成一篇好文字。蓋昌黎送李愿序，東
坡表忠觀碑，為之粉本。」 95 〈祭殤女幸文〉鹽谷青山評：「蓋自十二郎祭文得
來，而情更悽切。」 96 〈答客言〉鹽谷青山評：「續進學解筆墨酷肖。」 97 〈書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中村忠誠，〈移臺灣遊寓詩人文〉《涉濤續集》，頁180。
中村忠誠，〈服子裁文序〉《涉濤續集》，頁139。
韓愈，〈送孟東野序〉，馬其昶：《韓昌黎文集校注》，頁136。
中村忠誠，〈居臺九樂八苦〉《涉濤續集》，頁25。
參見嵇含（263年~306年），《南方草木狀》三卷（臺北市：商務印書館，1966年）。
參見王幼華，〈應試文章準則與疵病—以《古文關鍵》為例〉，《聯合大學學報》第六卷一期，2009年6
月。其二是標出特色及值得學習處，其三要得其優點去其弊端，其四指出缺陷。
服部愛軒，〈遊屈尺記評〉《涉濤集》，頁131。
淺見飯峰，〈遊屈尺記評〉《涉濤集》，頁131。
松平破天荒，〈遊屈尺記評〉《涉濤集》，頁131。
日下勺水，〈登觀音記評〉《涉濤集》，頁136。
藤波王民，〈送大矢水齋東歸引評〉《涉濤集》，頁142。
鹽谷青山，〈祭殤女幸文評〉《涉濤集》，頁145。
鹽谷青山，〈答客言〉《涉濤集評》，頁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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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寒十詠後〉日下勺水評論：「言短意長，如讀蘇黃題跋。」 98 〈石壁潭賦並
序〉黃植亭評：「…而石壁潭當與赤壁江並傳矣」 99 ；日下勺水：「通篇以坡僊
為線索，首尾呼應。」 100 〈再登觀音山記〉服部愛軒：「宛然柳柳州，有羽化登
仙之概。」 101 〈竹仔湖下礀溪記〉日下勺水：「如讀柳記。」 102 〈自平頂致雙溪
記〉植松果堂：「境既似柳記文亦酷肖。」 103 〈外溪瀑記〉服部愛軒：「連作亦
學柳。」 104 〈竹仔湖觀櫻花記〉鹽谷青山：「狀物記遊自柳記出，而異文奇趣，
從來文家所未染指，臺疆始有此文字蓋亦聖代之餘澤也」 105 ；日下勺水：「柳州
諸記，不過一邱一壑之勝伯實則達觀全景，委屈周到，可以充一部臺疆志」 106 ；
秋葉猗堂：「釣魚採蘭觀櫻等，皆必傳之作，與東坡海外文字可並稱。」 107 〈記
釣魚〉江東評：「句法似二曹，敘法似酈道元，蓋躐柳記而探其源者」 108 ；籾山
衣洲：「末段悠然自適，似讀醉翁亭記。」 109 〈去臺自述〉日下勺水：「曠達之
言，蓋脫昌黎進學解來。」 110〈雪窗遺稿序〉鹽谷青山：「似六一諸序。」 111
其它評論提及引用、仿擬的中國作家作品，從鐘鼎文字、《孟子》、《莊
子》、枚乘、張衡、左思、《山海經》、陸雲、六朝短賦、柳宗元，到清代的散
文大家汪琬皆有。如：籾山衣洲〈菅功贊〉：「典雅莊重，如讀古鐘鼎文。」 112
〈去臺自述〉服部愛軒：「後段蓋獲子輿氏行止，非人所能之遺意。」 113 〈竹仔
湖觀櫻花記〉館森袖海：「數語如讀南華。」 114 〈移臺灣遊寓詩人文〉鹽谷青
山：「蓋自七發、晉問等得來。」 115 植松果堂：「似讀兩京三都賦。」 116 〈登觀
音記〉藤波王民：「吾兄近作諸記，媲美漢人，職是之由。」 117 〈七星墩山蹈雪
記〉江東：「斯篇起首數句自山海經，今茲以下自水經注脫化來……優是漢晉以

98

日下勺水，〈書消寒十詠後評〉《涉濤集》，頁149。
黃植亭，〈石壁潭賦並序評〉《涉濤續集》，頁156。
100
日下勺水，〈石壁潭賦並序評〉《涉濤續集》，頁157。
101
服部愛軒，〈再登觀音山記評〉《涉濤三集》，頁10。
102
日下勺水，〈竹仔湖下礀溪記評〉《涉濤三集》，頁14。
103
植松果堂，〈自平頂致雙溪記評〉《涉濤三集》，頁16。
104
服部愛軒，〈外溪瀑記評〉《涉濤三集》，頁17。
105
鹽谷青山，〈竹仔湖觀櫻花記評〉《涉濤續集》，頁160。
106
日下勺水，〈竹仔湖觀櫻花記評〉《涉濤續集》，頁160。
107
秋葉猗堂，〈竹仔湖觀櫻花記評〉《涉濤續集》，頁160。
108
江東，〈記釣魚評〉《涉濤續集》，頁165。
109
籾山衣洲，〈記釣魚評〉《涉濤續集》，頁165。
110
日下勺水，〈去臺自述評〉《涉濤三集》，頁29。
111
鹽谷青山，〈雪窗遺稿序評〉《涉濤三集》，頁4。
112
籾山衣洲，〈菅功贊評〉《涉濤續集》，頁176。
113
服部愛軒，〈去臺自述評〉《涉濤三集》，頁29。
114
館森袖海，〈竹仔湖觀櫻花記評〉《涉濤續集》，頁160。
115
鹽谷青山，〈移臺灣遊寓詩人文評〉《涉濤續集》，頁183。
116
植松果堂，〈移臺灣遊寓詩人文評〉《涉濤續集》，頁183。
117
藤波王民，〈登觀音記評〉《涉濤集》，頁136。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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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文。」 118 〈石壁潭賦並序〉植松果堂：「辭彩絢爛，得六朝諸賦之遺。」 119
〈登大屯山記〉館森袖海：「陸雲之研欲焚。」 120 汪琬〈青鑄舅氏遺研記〉：
「矩矱從鈍翁屐硯齋記來」 121等。
以上諸作皆出自在臺灣所寫的三本書，內文可以看出與中國文學名篇關係
密切。中村忠誠在日本編寫的著作，大部份也循這種模式書寫，如〈敬香詩鈔
序〉一文引孟子距楊墨的典故來破題，接著用三國袁紹、袁術不和，彼此內鬥，
所以會受曹瞞的欺侮，做為論述的主軸。 122 〈茗溪觀月文詩序〉通篇以蘇軾的
「赤壁之遊」做貫串，認為此次洄瀾社諸文友，到神田川小赤壁之遊「足嗣東坡
遺響」 123 ，可以承繼蘇東坡黃州赤壁之遊的風雅。鹽谷青山說〈雲景龍雄傳〉這
篇文章是以史筆來書寫，得司馬遷寫史記的「龍門神髓」 124 。彪村說〈書賈元助
傳〉一文應受柳宗元〈宋清傳〉的影響，闡釋不計小利，樂於助人，以取遠利的
意義。 125
中國文學寫作一直是以尚古為精神，以摹古、擬古為實用。文章能近、肖
古人之作，出入其間，被認為是有原有本。文中繁用典故，則是博通廣知，學有
根柢。 126 然而這樣的傳統觀念並非一味的食古不化，而是在既有的名篇佳作基礎
上，加以變化，如文句的伸縮，意念的提升，視野的擴大，情感的補足，綜合
轉出等等。就中村忠誠之作來看，亦深受這樣的影響。許多作品表現了仿擬、引
用、連綴的寫作法。尤其是「纂組述之」 127 的手法最為常見。在一篇文章中結合
幾篇名作或經典的片段加以組合，以拼貼、接續的手法成文。這也是日本開始以
漢文寫作以來，共通的現象。然而這樣的作法若新意不足，便常會陷入陳言相
襲，拘泥自限的境地。另一值得注意的是，中村忠誠的文章習慣以中國的干支紀
年月，如〈玉山吟社會宴記〉：「今茲己亥」、〈觀擬戰演習記〉：「庚子十二
月」、〈七星墩山蹈雪記〉：「今茲辛丑二月」、〈石壁潭賦並序〉：「歲壬寅
六月」、〈先正傳序〉：「甲辰紀元節」等等，表現符合傳統古文作法的習性。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江東，〈七星墩山蹈雪記評〉《涉濤集》，頁134。
植松果堂，〈石壁潭賦並序評〉《涉濤續集》，頁156。
館森袖海，〈登大屯山記評〉《涉濤續集》，頁163。
汪琬，〈青鑄舅氏遺研記評〉《涉濤集》，頁138。青鑄氏之「鑄」從《櫻溪文鈔》用法。
中村忠誠，〈敬香詩鈔序〉《櫻溪文鈔》卷一，頁8。
中村忠誠，〈茗溪觀月文詩序〉《櫻溪文鈔》卷一，頁22、23。
中村忠誠，〈雲景龍雄傳〉《櫻溪文鈔》卷三，頁1~7。
中村忠誠，〈書賈元助傳〉《櫻溪文鈔》卷三，頁6、7。
詩文仿效古人風格的如：漢代揚雄模擬《易》作《太玄》，模擬《論語》作《法言》，梁代蕭統所編的
《昭明文選》有「雜擬」的專節，收錄許多擬作；其後仿效者甚多，成為詩體的一種。唐代韓愈以復古做
為散文革命的號召，其後宋朝的嚴羽、明代的前後七子、清代的桐城派都有尚古、擬古的論調。
中村忠誠，〈石壁潭賦並序〉《涉濤續集》，頁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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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村忠誠對文章作法的主張
幕府末期到明治初期，作文之法的教授及研究，主要依據的著作是南宋謝
枋得編著的《文章軌範》及明代茅坤編選的《唐宋八大家文鈔》。這兩本書常
被當作教學與習作的範本，教授的學者們選注、增補、闡說的著述數量最多。 128
中村忠誠發表的作品，同好們也經常運用文章作法理論，來加以評述。如常藤田
春堂評〈觀擬戰演習〉：「先審地勢，奇正互變。部伍不亂，固作戰之要術，
即文家之祕訣。」 129 籾山衣洲評〈竹仔湖觀櫻花記〉：「先提起一公案，次捉遊
士與延平來……中段狀物之精，化工在手。……而前後呼應，針線自密，可稱
老手。」 130 邱倬雲分析〈重登七星墩山記〉此文的作法說：「以一徏志一降為關
鍵。而鋪敘諸景。……以王師拔旅順，以王師征戰，為大起大結，收拾極其完
密。」 131 服部愛軒評〈涉濤紀略〉：「以埼玉起，以埼玉結，照應自然。中間敘
事尤詳悉。」 132 等。「奇正互變」、「前後呼應，針線自密」、「大起大結」、
「照應自然」都是討論文章作法慣見的用語。
然而中村忠誠本身對作文之法，卻有不同的意見，他認為秦漢以上沒有人討
論文法的。唐宋大家如韓愈、歐陽修、三蘇父子也不談文法。他認為後世愈講究
文章作法，愈寫不出好文章。而「善作文者，不屑屑乎規矩準繩之迹。」主張跳
出規矩，「而寓有法於無法之中」。 133 其實寫文章講求「作法」，源自王安石熙
寧四年（1071）更改科舉法，罷考詩賦，以經義論策來取士。此後以闡釋經義成
為科考的重點，若不依規矩行文，則不易上第。在這樣的時空背景與規範下，陳
騤的《文則》 134 、呂祖謙的《東萊博議》 135 、《古文關鍵》 136 、謝枋得《文章軌
範》 137 等著作，成為最早具有指標性的論文選集，對文章寫作實務圈點、評釋有
開創之功。日本雖曾有科舉制度，但實施不久即難以推行，因而衰亡。中村忠誠
所舉的唐宋名家，雖無具體的文章作法專論，但文章之得體和宜，結構的完整，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李慶，〈明治初期日本的中國研究概況〉《日本漢學史》第一編第五章，頁79-83。
常藤田春堂，〈觀擬戰演習記評〉《涉濤續集》，頁128。
籾山衣洲，〈竹仔湖觀櫻花記評〉《涉濤續集》，頁160。
邱倬雲，〈重登七星墩山記評〉《涉濤三集》，頁12。
服部愛軒，〈涉濤紀略評〉《涉濤三集》，頁24。
中村忠誠，〈文說〉《櫻溪文鈔》，頁37。
陳騤（1128-1203），年齒輩份均長於呂祖謙，《文則》一書之作是「舉業合一之資也。」見陳騤，《文
則》（臺北：叢書集成新编（80）新文豐出版社，1984年），頁425。
呂祖謙在《東萊博議序言》中說此書之作，源自於乾道4年受業於曹家巷，學子問舉業者甚眾，故編纂此書
以「佐其筆端」、「則舉子之所以資課試者也。」呂祖謙，《東萊博議》（臺北：廣文書局，1981年），
頁1。
呂祖謙的《古文關鍵》是集錄相關選本，再加以評點、論述，之後再由南宋蔡文子作注，才完成的。
謝枋得（1226年~1289年），以抗元毀家，終以身殉，氣節為世所稱。所著《文章軌範》雖器格較低，論述
不夠週全，但普受日本漢學界重視，數百年來皆為主要作文教授與學習的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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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的精實，是對各體文類作法琢磨至深之後的呈現；解析其法度，歸納其原
則，對學習者有一定的幫助。「文章作法」的教學日本漢學界採取肯定的態度，
許多教材對歷來名篇傑作，依循呂祖謙《古文關鍵》、謝枋得《文章軌範》等的
分類，分析其「文字體式」及主旨、結構、章法、敘事與修辭等，以做為教學與
寫作的規範。

三、無困苦流貶之感
清代來臺的中國文士最喜以韓愈貶潮洲、柳宗元貶永州與柳州、蘇軾貶儋州
為例，來自我譬況，以他們的貶謫經歷，寬慰遷調荒僻之地的挫折心境。 138 中村
忠誠雖頗仿擬上述三人之作，但文章內少有抑鬱不平的情緒，頗能安於現實。雖
他在日本，已為將被潮流淘汰的漢學者，畢竟是自願而來的，適應情況亦佳。鹽
谷青山對這點最為敬佩，在〈玉山吟社宴會記〉文後說到，來臺日人離鄉背井，
日常生活缺乏家屬、親人陪伴照料，往往會寂寞無聊，苦悶無處發洩；有的耽溺
聲色，有的橫遭風土病，狀況普遍不佳。然而「吾兄雅懷加以文辭託興，隨遇而
安，從容樂命， 真高人一等矣。」 139 〈七星墩山蹈雪記〉再次對其安於現況的修
養致意：「無不平拂鬱之氣，真高人一等矣。」 140 服部愛軒評論〈記釣魚〉時，
將中村忠誠與柳宗元做了對比，認為柳氏在永州、柳州的作品充滿了「悲涼之
氣」，因罪被貶謫，所以心中不能「自安」，而「吾伯實雖在窮裔，而俯仰無所
愧，胸中皓然，故文亦有自得之意，誰謂古今人不相及邪。」 141 身處窮野之地，
因為無所愧疚，反而有自得之意。安井朝康說認識他五十餘年：「未嘗見其疾言
遽色，常溫溫而言，怡怡而樂。」 142 館森鴻說他是位忠厚之人「與人樂易，不致
臧否，又不非議時政。」 143 從這兩位相交多年的敘述可以看出，中村忠誠本即個
性溫和、保守，謹言慎行，所以能隨遇而安。此外，做為一位殖民政府的官員，
受人敬畏，與遭貶謫的柳宗元心境相較，自然有所不同。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如「昔人云，文人之筆，多得山水之助；涉境愈險，則文筆愈奇。韓之潮，柳之柳，蘇之儋耳，是其徵
矣。」汪灝，〈赤崁集序〉，王必昌著《重修臺灣縣志藝文志》（四）（臺北市：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
1961年）頁450。孫元衡《赤崁集》、陳璸〈新建臺灣朱子祠〉、劉家謀〈海音詩〉、姜宸熙〈送孫武水之
臺灣〉、金文焯〈澄臺觀海〉、許南英《窺園留草》等等。
鹽谷青山，〈玉山吟社宴會記評〉《涉濤集》，頁125。
鹽谷青山，〈七星墩山蹈雪記評〉《涉濤集》，頁134。
服部愛軒，〈記釣魚評〉《涉濤續集》，頁165。
安井朝康，《櫻溪文鈔 ･ 序》，頁2。
館森鴻，《櫻溪文鈔 ･ 序》，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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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日臺漢文構接政策下的教授者

一、主與隨－倭與漢
日本位於「中國」的東側，史書中自漢代起對這些島嶼有了許多記述。《漢
書･地理志》開始用「倭」這個詞來命名人種及國家：「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
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 144 《後漢書．東夷傳．倭》：「倭在韓東南大海
中，依山島為居，凡百餘國。……建武中元二年正月，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
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 145 《說文解字》對「倭」的解釋是：「倭，順
貌。」段玉裁注：「倭與委義略同，委隨也、隨從也。」 146 「倭」之意便是追隨
主人的隨從，是一種僕役階級的人群。這樣的命名自然是大國意識的顯現，以俯
視的角度看待非我族類。由於「東夷」人沒有文字與書寫能力，自始便是被漢
人所命名、所記述。 147 直到「唐化運動」開始，中國的典章制度，被全面的引入
「東夷」。至此以後宋、明、清中國與日本之間一直在主/隨，根/葉，源/枝，供
/需，創/擬這樣的狀態之間。日本約在唐高宗年代（670-674），某一島區的人嫌
棄「倭」的歧視性與不雅，自我命名改稱為日本，以提升國格，但「倭」之名並
未消失。 148 中村忠誠在序館森鴻《先正傳》一文仍用「倭魂」這個詞語 149 ，來自
我定位，鼓吹民族大義。〈竹仔湖觀櫻花記〉稱日本人為「東人」 150 ，這是以中
國為「中心」，自居為東邊之人的思維模式。這種情況到明治時期有了相當大的
改變。因為西方列強的入侵，清國的積弱不振，日本政治、學術界也做出了很多
批判與省思，不再維持恭敬追隨者的角色。質疑、去除漢學的言論，使得許多具
有深厚基礎的傳統學術，受到空前的挑戰，然而就算對漢學鄙棄，也無法在短時
間裏截然的斷絕。因此反漢學的運動雖熾熱，其護衛的行動也很積極。例如以孔
教、儒家思想為中心的元田永孚所寫的〈幼學綱要〉（1881），西村茂樹〈小學
修身訓〉（1881）、〈日本道德論〉（1886）仍以儒家的道德仁義為基礎。志賀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班固，《漢書．地理志第八下》卷二十八下（臺北市：鼎文出版社，1979年），頁1658。
范曄，《後漢書．列傳七十五》卷八十五（臺北市：鼎文出版社，1979年），頁2821。
許慎著 段玉裁注，《說文解字注》（臺北：黎明文化事業出版社，1978年四版），頁372。
鳥越憲三郎，《中國正史 倭人．倭國傳全釋》認為倭人、倭國原皆在中國長江流域一帶，其後分部包括尼
泊爾、東南亞各島嶼以及江蘇、安徽、山東、朝鮮半島、日本列島等。以「倭」稱呼這些人，是黃河流域
漢人的歧視性用詞。鳥越憲三郎的說法，混雜了史籍所載「東夷」、「獠」的族類分佈，並不可取。（東
京，中央公論新社，2007年四版），頁13~15。
劉昫，《舊唐書》〈日本傳〉：「日本國者，倭國之別種也。以其國在日邊，故以日本為名。或曰倭國自
惡其名不雅，改為日本。或云日本舊小國，併倭國之地」。（臺北市：鼎文出版社，1981年），頁5340。
中村忠誠，〈先正傳序〉《涉濤續集》，頁6。
中村忠誠，〈竹仔湖觀櫻花記〉《涉濤續集》，頁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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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昂、三宅雪嶺、陸羯南等提倡的「國粹主義」（1888-）等，強調「日本本來
的精神」，雖須去除不合時宜的風俗、習慣、制度，但要由真正的日本出發。 151
而所謂「真正的日本」，便是以儒家為主流的立國思想。日本的漢學者和詩文創
作者，在反漢/擁漢的矛盾情結裏，不斷的衝撞、盤繞，尋求解決之道。 152 中村
忠誠及其所屬的洄瀾社，在學術表現與文學創作上，明顯趨於保守一派，對西來
觀念，抱著抵拒、批判的態度。〈先師幽谷倉田先生行述〉說：「明治更始，取
法泰西，棄斥古道。」 153 〈佐藤後素遺德碑〉說：「既而海內漸向歐學，講聖道
者日寡。」 154 感慨古道、聖道的衰微，社會風潮傾向歐美等西方強權。〈國分寺
瓦硯記〉的批評甚為強烈，文中指出當前社會的人：「尚新而惡故，視六經古文
若廢物故紙。」不知愛惜，「又將排擠而壞滅之。」盲目追求新事物，放棄了
可貴的經典。所以有心者應該「立中流支狂瀾，使天下後世復仰斯文之光者，
……。」 155 〈洄瀾餘話引〉說現在斯文已衰，然而：「有吾黨在，不徇時好，不
顧世嗤。」自我勉勵「以支落日乎將沒」 156 。對「漢學」進行悲情式、熱血式的
護衛行動。縱使如此，作品中時而也表現出漢/倭矛盾，與多面向的情意纏結。仔
細論究，其所護衛的應該是「日本（倭）化的漢學」，而非中國漢學。例如《涉
濤集》三書中，洄瀾社的社友對其作品的評語，表現出仰慕、企及、超越等的不
同層次，又不避諱的將其作品在日臺漢文創作界裏，給予很高的定位：
其一、作品程度與漢人作家相近。藤波王民〈登觀音記〉：「臺島地名，與
內地不同，施之文章，特覺雅馴。吾兄近作諸記，媲美漢人，職是之由。」 157 秋
葉猗堂〈竹仔湖觀櫻花記〉：「釣魚、採蘭、觀櫻等，皆必傳之作，與東坡海外
文字可並稱。」 158 藤波王民說〈登觀音記〉可以「媲美漢人」，猗堂認為釣魚、
採蘭、觀櫻等幾篇作品，必然可以是流傳千古之作，甚至和蘇軾貶官海南島的作
品並駕齊驅。黃植亭對〈石壁潭賦並序〉的評論也說：「……而石壁潭當與赤壁
江並傳矣。」 159斷言這篇作品將與蘇軾〈赤壁賦〉共傳不朽。
其二、作品程度超過漢人作家。如：館森袖海說〈登大屯山記〉：「陸雲之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李慶，〈19世紀末的國際形勢和日本社會環境〉第二編第一章，《日本漢學史》，頁107~110。
參見陳瑋芬《近代日本漢學的「關鍵詞」研究─儒學及相關概念的嬗變》一書相關論述，﹙臺北市：臺灣
大學出版中心，2005年）。
中村忠誠，〈先師幽谷倉田先生行述〉《櫻溪文鈔》卷三，頁10。
中村忠誠，〈佐藤後素遺德碑〉《櫻溪文鈔》卷三，頁37。
中村忠誠，〈國分寺瓦硯記〉《櫻溪文鈔》卷二，頁2。
中村忠誠，〈洄瀾餘話引〉《櫻溪文鈔》卷一，頁27。
藤波王民覺得臺灣地名「雅馴」，本篇共有十個地名，觀音山、大遯（屯）山、淡水、和尚洲屈尺、三角
湧、龜崙、七星山等，大部份是因地形而得名，藤波王民的感覺應是文化差異造成的美感。
秋葉猗堂，〈竹仔湖觀櫻花記〉《涉濤續集》，頁160。
黃植亭，〈石壁潭賦並序〉《涉濤續集》，頁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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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欲焚。」 160 日下勺水〈竹仔湖觀櫻花記〉：「柳州諸記，不過一邱一壑之勝，
伯實則達觀全景，委屈周到，可以充一部臺疆志。」 161 中村忠誠在〈移臺灣遊寓
詩人文〉一文，呼籲日本漢文作家能夠提筆為文，「諸公懷繡腸，咳唾珠璣，壓
倒元白，自負不卑，其於辭藻，蓋已彬彬矣。」 162 能夠有所自持，寫出壓倒中國
唐代元稹、白居易的文章。〈石壁潭賦並序〉說自己作的賦將勝過蘇東坡的〈赤
壁賦〉，「可以一刷古貌，自開生面。風神精采，獨專千古，後人不能效。」 163
語氣豪邁，自信之辭溢於言表。
其三、作品在日、臺漢文界的地位。鹽谷青山〈玉山吟社宴會記〉：「川
口濯父云：自臺疆開府，未有真學士遊寓者，其有之，自吾伯實始，余以為知
言。」 164 肯定中村忠誠的學術與創作，是來臺日人中第一流的。服部愛軒〈甘藷
先生傳〉說：「筆力縱橫，愈出愈妙，山陽氏不得擅美於前也。」 165 中村忠誠這
篇文章，一開頭便引了散文大家賴山陽〈蹲鴟子傳〉，指出可疑之處，並認為他
長於史筆短於博物。服部愛軒將兩作比較，認為〈甘藷先生傳〉並不遜色。鹽谷
青山認為〈七星墩山蹈雪記〉所記的七星山下雪的情形：「假令菊三溪見之，狂
喜收入續虞初志中。」 166 松平破天荒說這篇：「如讀國朝文錄中佳篇。」 167 秋葉
猗堂讀完〈登大屯山記〉後說：「邦人臺疆文字，有能出此右者乎。」 168 在臺灣
的日人，豈有人能寫得比他更好。中村忠誠在〈石壁潭賦並序〉中自信此篇將勝
過蘇軾的〈赤壁賦〉之外，「邦人之賦，多不入調，欲求完璧，難矣。」 169 認為
日本的漢文作家要達到這篇作品的水平，也是非常困難的。
做為一位日本漢文作家，中村忠誠的學問源自中國傳統經籍，作品承續唐宋
諸家的章法，書寫得體，謹守在古文章法、規範之間。然而作者及其文友所關心
的，常常是在「定位」的問題，主要論點環繞於肖與不肖前人之作，較之古人孰
高孰低等問題。就其作品展現的特質來看，雖偶有自信過度之辭，中村忠誠確實
做到追隨師門慊堂、息軒、幽谷一脈相傳的理念，慎步的仿擬先賢名篇大作，然
而綜觀其作，尚未如自身或同道所言，已具有超越古人的質地。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館森袖海，〈登大屯山記〉《涉濤續集》，頁163。
日下勺水，〈竹仔湖觀櫻花記〉《涉濤續集》，頁160。
中村忠誠，〈移臺灣遊寓詩人文〉《涉濤續集》，頁182。
中村忠誠，〈石壁潭賦並序〉《涉濤續集》，頁155。
鹽谷青山，〈玉山吟社宴會記〉《涉濤集》，頁124。
服部愛軒，〈甘藷先生傳〉《涉濤續集》，頁179。
鹽谷青山，〈七星墩山蹈雪記〉《涉濤集》，頁134。
松平破天荒，〈七星墩山蹈雪記〉《涉濤集》，頁134。
秋葉猗堂，〈登大屯山記〉《涉濤續集》，183。
中村忠誠，〈石壁潭賦並序〉《涉濤續集》，頁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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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隨與陲－倭與臺
「陲」字在《說文》裏的意思是「危」、「遠邊」 170 之意，其後邊陲兩字
合而成詞，意指國家的邊疆地區。明、清兩代，臺灣與蒙古、新疆、西藏、瓊州
等都屬於偏遠地區，政府統治的力量不穩定，文化蘊藉、發展不足。 171 原居的族
裔，始終未脫出中國的影響。有清一代臺灣仍為移墾社會的型態，經濟貧乏，受
教育者不多。遊宦之士與在地化的文人，雖累積不少詩文作品，尚不能建構獨特
學術流派與創作特色。 172 詩文作品除丘逢甲外，吳子光、施士洁、許南英、洪棄
生、連橫、吳德功等都僅能說是一方之士。日本則千餘年來深受中國影響，仿製
融通，源遠流長，代有才人，著作豐富。來臺者如久保天隨、神田喜一郎、岡本
監輔、中村忠誠、館森鴻、籾山衣洲等，漢學素養深厚，且在日本漢學界，系出
名門。 173 以區域發展的狀況來說，日本在文化位置及次第上，屬於「隨主變化」
的情況，持續承受與轉化來自中國的影響，較無反饋的能力，雖曾萌發這樣的意
圖與論辯， 174 卻仍只有一套雜揉的、缺乏獨立性的體系。日治初期臺灣的詩文創
作情況，表現了「隨」與「陲」的文化「相遇」、「疊合」的現象。日本的漢學
的西化衝突經驗，給與臺灣很多借鏡。值得玩味的是，此一時期內反對日人據臺
的作家，以漢詩文寫出山河易幟之悲與棄民之苦；另一方面急於與新政權建立關
係者，亦以漢詩文表達迎接之意，順應時局之變，尋求構接，形成一種特殊的交
會現象。
日本通曉漢文的人士來臺，啟發了臺灣詩社與文社的蓬勃發展，尤其是詩社
的活動。總督府始政的十餘年間（1895-1911），正是日本漢詩最為盛行的年代
（明治30年代至末葉（1897-1911））；而日本漢詩寫作潮與文人結社的興盛，
170
171

172

173

174

許慎著 段玉裁注，《說文解字注》，頁743。
清代臺灣文進士約36人，文舉人約304人，中進士的光緒年間最多，共20名。見陳香，〈清代臺灣的科舉〉
《臺灣的根及枝葉》（臺北市：國家出版社，1998年），頁165~215。黃典權列有31人，汪毅夫列有32人，
林文龍列34人。尚不如清代廣東潮州一府考中進士有116人，見陳澤泓著，〈潮人民性〉《潮汕文化概說》
第四章（廣州市：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年），頁299。福建泉州則有269人。見陳支平、徐泓總主編，
〈明清時期閩南文學〉《閩南文學》第三章（福州市：福建人民出版社，2008年），頁148。徐曉望主編的
〈明清〉《福建通史》第四卷，則說「清代前期進士福州388，泉州224，漳州114，汀州72，興化61，建寧
34，邵武25……。」（福州：福州人民出版社，2006年），頁599。可見愈都市化，人口愈多的區域，文教
愈發達，中舉人愈多。
臺灣知名的家族如竹塹的鄭用錫、林占梅，大龍峒陳維英、板橋林維源、嘉義的賴時輝等都有學術與詩文
專著，彰化的章甫、淡水的黃敬亦有學術著作，聚徒甚眾，然而其內容及影響力尚不足。
中村忠誠師承之松崎慊堂、安井息軒等人的著作，皆為明治三十五年後中等學校漢文課必修的教材。是養
成日本學生漢文能力的基礎，見李慶，〈1895~1918年間的日本漢學概況〉，《日本漢學史》第三編第四
章，頁329、330。
日本追求「脫漢」的自覺與行動，在江戶中期已有萌發，如賴山陽對漢詩的發展追求個性化、本體化，但
仍未能見出效果。彼時木下順庵、祇園南海、荻生徂徠等的「宗唐（明）」，僧六如、菅山茶、市河寬
齋等的「宗宋」之爭，並未脫離中國的實際影響。見蔡毅，〈試論賴山陽對中國古典詩歌傳統的繼承和創
新〉《日本漢詩論稿》（北京市：中華書局，2007年），頁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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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於對漢學衰微的反撲與掙扎。失去幕府與藩主支持的士人，必須另謀出路，
成立私塾與結社是肆應的方式之一。這樣的反撲仍不敵時勢，漢學逐漸失去主流
位置，成為社會畸餘勢力。 175 然而島內卻在來臺軍政人員及學者、文士的引入、
推動下，複製了這個經驗，且逐步的引起了仿效風潮。在此之前的清領二百餘
年間，可查知的詩社不過十四、五個而已。 176 在大正十年（1921）到昭和十二
年（1937）這十五、六年間，臺灣詩社大量增加。 177 全島各縣市皆有詩社的存
在，其後陸續成立多達三百個左右。而這些不斷出現的詩社，很多都是塾師及
其弟子，或是宮廟、神明會、文昌祠等宗教人士改造而成的。 178 明治初期興起的
知名「文會（社）」，有舊雨社、麗澤社與洄瀾社等。因散文較詩作更適合發
表議論，可以雄辯滔滔，許多報章雜誌上的政論文字，皆用漢文寫作，其影響
力亦甚為可觀。 179 臺灣在大正六年（1917）才有詩文並重的崇文社、臺灣文社
（1919） 180 、高山文社（1922）等陸續成立。這些社團創社動機及運作模式，
雖承續清代中國傳統詩社影響，不過主要還是接受到渡臺日本諸多文士，引入明
治年間日本漢學詩文團體萌起的浪潮啟發，在這股時勢鼓盪之間成長。就漢文學
的發展來看，臺灣與中國原本是主與陲的關係，割讓日本後，則變成隨與陲的連
繫。臺灣與中國不便多往來，而島內在強權控制下，亦逐漸「脫漢入倭」，改變
了風貌。
統治者發現藉由鼓勵「漢詩文」的創作，結合愛好者，可以快速而有效的聚
攏臺灣知識者。以共同「發揚漢學，保存國粹」的旗號，可以消弭異/我間的距
離，亦劃出可以「言說對話」的空間。明治三十八年（1905）七月一日（第2480
號）《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始刊，其出刊前的募稿廣告說：「漢文者。同文之命
脈。東亞之國粹也。」 181 希望臺人能接續此一將絕的文字，共同來馳騁文場， 182
鼓舞民眾參與的用心非常明白。做為殖民政府的傳聲筒，主事者慎重的召告：日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依三浦叶的觀點，明治末年時期漢詩已進入衰微期「詩壇の花衰微の時期」。三浦叶，〈第一期（初年よ
り二十三年頃まで）の漢詩〉，《明治漢文學史》第一章（東京都：汲古書院，1998年），頁195、196。
見廖一瑾，〈臺灣之詩社〉《臺灣詩史》（臺北市：文史哲出版社，1999年），頁33~36。
日人據臺五十一年間，可考的詩社有三百個左右，然頗多維持時間甚短，有的僅有塾師及弟子數人。
地方士子集結的文社往往與私塾、詩社、吟社混稱，日治時代因詩社形成風潮，許多文社或私塾紛紛改稱
為詩社或吟社。
牧野謙次郎述，〈明治時代（第五章‧初期の漢文）〉，《日本漢學史》，頁315。
蔡惠如於首創臺灣詩社聯吟會－「櫟鰲聯吟會」後，認為要挽救漢文於垂危，「於詩而外」應提倡「作
文」，櫟社、鰲西吟社諸君子深有同感。於是蔡惠如、林幼春、林獻堂等發起，於1918年10月另成立「臺
灣文社」。
這些用詞的出現，與明治三十一年（1898年）成立的「東亞同文會」有關。「東亞同文會」會長為近衛篤
麿，會內成員六十人。這個會主要工作表現在建立學院，推廣日華教育。侵華戰爭開始後，隸屬日本政
府，學生充為翻譯人員，直接成為作戰體系的一員。「東亞同文會」本質上是運用以同為漢字體系的國家
為名號，進行逐步侵華的文化戰略。
其後又於6月1號、6月15號、6月23號等刊登消息，見明治38年6月15號《漢文臺灣日日新報》（2035號）附
冊第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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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臺人同為漢文使用者與書寫者，應在這個共同基礎上，維繫漢文教育與寫作
的命脈。這樣的說辭，廣泛的被新起的詩文社團所引用，如瀛社（1909）、南社
（1906）、崇文社（1917）、臺灣文社（1919）等，成為冠冕堂皇的；非常有號
召力的標語。 183另就臺灣1895年至1907年之間的民間私塾、書房，仍有一千七百
餘所的狀況來說，中國傳統文學與文化仍是當時的主流。 184 泰半知識份子賴此以
維生，漢文教學短期內無法完全廢除，其根深蒂固的力量不可忽視。殖民政府認
識到，若順應情勢善加引導、利用，反可轉化成維持政權的助力。臺灣民間的舊
有漢文根基，經過刻意的誘導，在孕藏著「漢族遺胤」的「矛盾兩執」的心態
下，蓬勃茁壯的興盛起來。這種情況在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後有所改變，在臺灣
推行的「皇民化」（1936年9月-）、「去中國化」等運動，強力改造臺灣，禁漢
字、改姓氏、廢宗教、立神社等等，幾年之間影響十分巨大。而臺灣的漢詩 文作
品，向日本傾斜的狀況愈加明顯。
綜觀日治時代的臺灣詩社、文社的發展，其運作與傳播，事實上是受到殖民
政府的政策鼓勵與親附者的推動，而日本漢詩文作家的在臺發展，日本本土詩文
大家來臺交流，也使臺灣漢詩文表現了「隨與陲」的接合，夾雜有「漢倭雜揉」
的特殊現象。

三、征服者的心與眼
1.征客與斯民
中村忠誠明治三十二年（1899）四月抵臺，五月二十五日，即參加知名的
「玉山吟社」 185 雅集。此次參與者有日人、臺人、清人（章枚叔）三十餘人。因
不擅長詩作，但為了記述這次難得的經驗，宴後寫有〈玉山吟社宴會記〉。文中
摹寫宴會之間，談笑互發，彼我無間，詩酒歡樂之狀。其中述及因人人皆醉，醺
然陶然，讓他忘了自己是天涯千里之客，而「斯土人士，亦忘其為新版圖之氓

183

184

185

臺灣文社成立原因之一，在會員蔡惠如所言：「深慨漢文將絕於本島，倡議設法維持」。崇文社的徵文有
許多次與「復興漢文」相關，如：1918年9月的〈維持漢學策〉、1921年4月的〈漢學起衰論〉、1925年7月
的〈漢學興廢說〉等等。彼時提倡新思想的《臺灣民報》亦有「獎勵漢文的普及」（2卷25號、1924年12月
1日）或是「漢文復興運動」（233號、1928年11月4日）等社論，支持漢文教育與寫作。有關《臺灣民報》
支持漢文的理由及內容參看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領導階層之研究》（臺北市：正中書局，1992
年），頁335~339。
許俊雅，《臺灣寫實詩作之抗日精神研究－1895~1945年之古典詩歌》（臺北市：國立編譯館，1997年），
頁323。
「玉山吟社」明治二十九年（1896年）成立，社員有：水野遵、土居通豫、館森鴻、伊藤天民、磯貝蜃
城、村上淡堂、岡木韋庵、木下大東、中村櫻溪等知名日人，臺人有陳淑程、黃植亭、李石樵等。社員以
日人為主，臺紳、文士黃茂清、李秉鈞、翁林煌、蔡石奇、陳洛等人常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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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186 事實上征服者與被征服者，種族與種族之間的差異，豈可能在一會之間
泯除。與會者的「同樂感」，或書寫出的「無間感」，是彼此為了未來的和諧互
惠，共同營造出來的想像而已。作者藉由共通的漢文字，做一風雅的宣示。其中
「新版圖」一詞，在作品裏透露了「征客」與「斯民」的差距，也看出作者盼以
文字做為「構接」的用心。
同樣使用漢文，中村忠誠仍不免表現出統治者的、征服者的分別意識。 187 三
本《涉濤集》四十三篇文章裏，有十四篇是遊記。這些作品除了作者說的「樂山
水風月」（〈石壁潭賦並序〉） 188 、「免於無聊憔悴之患，而軀益健」（〈記釣
魚〉）之外 189 ，是帶有巡視「領土」，「俯觀」島民的心眼的。一方面巡視，一
方面遊賞，婉曲的展現統治者的優越感。 190 日本據臺初期，北臺灣淺山中仍有原
住民不願臣服，時常出草獵首。臺北近郊屈尺一帶，之前仍是不平靖的地區，日
人入主後，以軍力掃蕩，才逐步穩定下來。〈遊屈尺記〉誇耀這樣的功勳：「一
旦歸皇土，榛狉日闢，礮槍收響，土番向化……。」不敢再反抗之後，他們這些
臺灣總督府參佐及高等庶僚，才能跋山涉水，探勝討奇，做一番遊賞的。〈後山
坡記〉說「後山坡」這個地方，位在臺北城東二里一座小山邱上，聽聞劉銘傳曾
來此置酒高會，泛舟觀月，妓樂歌舞，現在只剩荒煙蔓草，十分荒涼。然而現在
「臺灣歸皇土，治教休明」，當前總督府的統治聖明可見，遠遠超過前朝。〈重
登七星墩山〉一文的開頭即以值得慶賀的「王師拔旅順之寨」做開頭，這次登山
是國語學校全校師生的旅行，是一種體力的鍛鍊，也是一種「愛國」的精神教
育。登山時遇到風雨，隊伍蒙受無情侵襲，他表現出無畏的豪情。對國家偉大的
戰功感到驕傲，甚至說自己已有五十四歲，但若「急事」，他認為仍可以「執銳
編伍」來抵禦敵人。

2.鼓舞日式漢文的臺灣書寫
中村忠誠在《涉濤續集》（1904）有篇頗費心力之作〈移臺灣遊寓詩人
文〉。「移文」在此的用意在激勵、鼓吹在臺日人，努力以漢文寫作詩文。他
說：「歸皇土之初，載筆來遊者甚蕃，或官餘遣懷，或橫槊寓興，有玉山吟社，
186
187

188
189
190

中村忠誠，〈玉山吟社宴會記〉《涉濤集》，頁124。
就其在臺相關著作來看，他與臺灣文士的交往甚少，除了吳德功之外，大多為宴飲酬酢或公務應對之間而
已。對於當代臺人的漢文作品，未見有整體性的評說與論斷，保持了相當的距離。
中村忠誠，〈石壁潭賦並序〉《涉濤續集》，頁155。
中村忠誠，〈記釣魚〉《涉濤續集》，頁165。
這樣的寫作心態，與清領初期的治臺官員十分相似。如同康熙年間臺灣知縣王兆陞〈郊行即事〉，臺灣海
防同知孫元衡〈過他里霧〉，鳳山知縣宋永清〈茄藤社〉，巡臺御史黃叔璥〈漫記〉，乾隆年間的鳳山
知縣譚垣的〈力力社〉等。在他們眼中臺灣是新附的領地，人心向背、風土民情、奇山異水都是需要觀察
和記錄的。臺灣原是漢番雜處之地，現在歸大唐（中國）統治，不會再有兵災產生。蒙受國恩的「原住
者」，以經書內的禮義教化，便會懂得忠信，逐步馴化成為治下良民。

24

臺灣學研究．第十四期

民國一○一年十二月

勃焉而興，一時號為隆昌。」如今似乎愈來愈消沉，頗有萎荼不振的現象，因此
他呼籲「發山川之美，揚景物之奇，歌風氣習俗之異，以顯其未顯者，詩人文士
之責也。」大家應該秉持文章華國的理念，如前清文士一般，將臺灣山川之美、
風俗之異形諸文字，寫出日本傳統教養下漢文作品。如果放棄上天給與的「良材
佳料，而徒拘抅焉」，是一種「棄天」的行為。中村並舉了韓愈、柳宗元、杜
甫、李白、蘇軾、沈光文、郁永河、孫元衡、張湄等人，以及臺灣府、縣志所載
的記述為例，奉勸漢文作者，要寫出勝過前人之作。 191 事實上中村來臺之後，熟
讀了大量的臺灣典籍，並引述在文中。如〈甘藷先生傳〉引了《閩書》、《臺灣
府志》、《臺海采風圖》對甘藷來源的解說與圖示，〈竹仔湖觀櫻花記〉引《淡
水廳志》對國姓魚由來的故事。為吳德功《戴案紀略》所寫的序，則談到藍鹿州
《平臺紀略》、福康安《臺灣紀略》、《彰化縣志》、林豪《東瀛記事》等。可
以看出對臺灣的文獻有非常的了 解，並且透過前人的累積，做著承繼與開展的工
作。這樣的目的其實如同政權的取代一般，希望建構一套「日本漢文臺灣書寫」
的系統，逐步替換「中國書寫」，將描述此地的文章，納入日本漢文文學的脈絡
之中。秋葉猗堂對此文大加讚美：「邦人臺疆文字，有能出此右者乎﹖」 192 日下
勺水說：「括盡一部臺疆地誌之美。」 193 認為本文總結了前清文士的成果，並以
激情之語期待來者，能夠寫出超越前賢之作。

3.山水花草的納編與倭魂奮起
由於對花草樹木、蟲魚鳥獸很有興趣，遊記文章中寫了不少臺灣特有的品
類。櫻花是日本國的代表性象徵，〈竹仔湖觀櫻花記〉以臺灣土生櫻花為例，比
附此地與日本的精神、風氣相通。他說櫻花者，「神州清淑之氣所磅礡鬱積而生
也」，所以海外諸邦長有此花者非常少，「而臺疆特有之，豈以其風氣有所相通
而然耶﹖」中村忠誠一方面將日本與櫻花神聖化，一方面驚詫臺灣竟然也能長出
這樣具有象徵性的植物，認為必有特殊的涵意，必有相繫的、不可切割的關係。
此外又以鄭成 功為日本婦人所生，珍貴的櫻花又能在此成長「……而鄭延平以我
婦人之出，據以唱義。則櫻花之產於此土者，其豈偶然。」其間有必然的因果關
連，因此慨然嘆到：「余觀此花而知臺灣之歸神州有故矣。」臺灣終究成為日本
領土，櫻花生長於此，便是重要的象徵及脈絡。籾山衣洲評論此文說：「因此花
191

192
193

中村忠誠，〈移臺灣遊寓詩人文〉《涉濤續集》：「臺灣隸清國二百年，有瀛堧之詠，有赤嵌之集，有遊
臺之編，有稗海之記，有東吟之社。遊寓文士，歌詠敘述，世不乏人，府縣志冊所載，蔚乎可觀矣。」事
實上他也模仿前清宦遊之士的寫作法，取用了很多他們敘述過的材料。
中村忠誠，〈移臺灣遊寓詩人文〉《涉濤續集》，頁183。
中村忠誠，〈移臺灣遊寓詩人文〉，頁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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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生臺疆，而斷臺疆之所以歸神州。」 194 附和了這樣的論斷。事實上日本占領臺
灣的企圖其來已久，直到乙未年（1895）才達其所願。然而以武力強占他人國
土，畢竟有違仁義道德，做為慾力膨脹的帝國子民，合理化國家罪行，塗抹牽扯
使其犯行正當化，是「愛國文士」常見的手法。
中村對於漢文寫作的執著，雖有其本位主義的思考，表現了對洋學或新體
文學的強烈抵拒；然而由於他素養深厚，文筆暢達，以當時臺灣的環境來看，給
予很大的發揮空間。〈上兒玉總督乞留用山衣洲書〉說：「漢人自古尊崇文辭，
臺灣人素襲其餘習，故文辭之不美不足以服其心。」 195 要獲得臺人之心，寫出佳
美的漢文才能服眾。鹽谷青山在〈登觀音記〉一文的評論說這裏的山水能夠讓伯
實來寫，確實幸運，然而：「余更欲倩其掾筆，作一部臺灣徵討史，安得上言總
督，能成就之。」 196 日本征討臺灣的過程，日軍戰無不克，大敗清軍、義民，臺
灣總督更應該聘請他來撰寫，以褒揚軍威，凸顯國力。最能表現中村忠誠國家意
識的作品，應是為館森鴻《先正傳》一書所寫的序文了。
館森鴻於明治三十七年（1904）由《臺灣日日新報》社出版了《先正傳》
一書。內容介紹德川幕府末期至明治中興期的能人異士，如坂本龍馬、西鄉隆
盛、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等，文中特意彰顯他們忠君愛國，力求改革，振興國
家的一面。日本在這個時期，國力漸趨強大，向外拓展力量的行動日趨頻繁，許
多「浪遊雄飛」之士 197 ，不斷向周邊積弱不振的國家進行侵擾。又受到西方帝國
宰制東方國家，建立殖民地的啟示，有著起而效法的「壯志」。這樣的霸道、侵
略行為，被以文字鼓舞、美化為民族英雄的作為。中村忠誠在〈先正傳〉序上提
出了「倭魂」兩字，認為書中所介紹的人物：「非有所謂倭魂者，焉能如此。」
這些人秉持了可敬的民族精神，才使國家有了今日的局面。而「嗟夫，倭魂之未
斬，其誰之力。豈不賴先賢為之倡乎！」 198 他認為館森鴻這本書，便是在倡導這
樣的精神，讓它不致磨滅。〈竹仔湖觀櫻花記〉中說：「夫臺疆之闢，實由我浪
遊之士！」 199 日本之所以能獲得臺灣這個島嶼，彰顯了帝國的強盛，依靠的便是
「先正們」冒險犯難的勇氣，而他們可敬的「倭魂」則是最大的功臣。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中村忠誠，〈竹仔湖觀櫻花記〉《涉濤續集》，頁160。
中村忠誠，〈上兒玉總督乞留用山衣洲書〉《涉濤續集》，頁170。
鹽谷青山，〈登觀音記評〉《涉濤集》，頁136。
這裡指的是「戊辰戰爭（1869-1869）」後，失去幕府、藩主依靠的大批武士階級，不得不自行尋找出路，
許多浪人以個人或團體的方式，對外國進行騷擾、干預的行動。而這種行為對近代日本來說，卻是國力延
伸，侵略鄰國的先行力量之一。
中村忠誠，〈先正傳序〉《涉濤三集》，頁170。
中村忠誠，〈竹仔湖觀櫻花記〉《涉濤續集》，頁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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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以臺灣為主體的文學脈絡建構裏，主/隨/陲的位置是變動的，不再只是被書
寫、被教導、被納編的角色。日治時期的漢文作家、作品，已經被歸入臺灣文學
發展的系譜，並給予適當的論述。中村忠誠的學術與創作系出名門，淵遠流長，
身為教師近三十年，他表現了教育者謹守本分，服膺殖民政府政策的職責。作品
裏鼓吹臺民附日，以文字張羅據臺的合理性，流露了統治者的意識。有關臺灣諸
多作品，在方法上以仿擬、纂組名篇佳作為主，遵循唐宋八大家行文規範，亦
步亦趨，「無艱深險薄之習」 200 ，做的是繼承與傳遞的工作。這些保守的觀念，
是傳統漢學固有的教、學習性，然而這樣的傳統，在不斷西化的時代與思潮下，
屢遭挑戰，顯得對應能力不足。中村忠誠晚年曾自述一生作品兩百篇「無一足
觀」，然寫作時頗費心血，希望能夠流傳以「資史家之采擇」。代表作品《櫻溪
文鈔》的八十七篇中，生前編定的僅有六十篇。 201 他認為自己作品的歷史意義大
於文學價值。就臺灣來說，中村忠誠作品裏中國古文的「純粹性」，引用的名篇
佳句，是構接臺灣知識階層的重要成份。就今日來看，也足以被具有相關素養的
東亞漢文化圈知識份子，所認知與解讀。其以寓居日人心眼書寫的北臺灣山水之
景、花草樹木之奇、宴游之樂等，在那個文化時空裏，不但具有隨/陲遇合的特殊
文學意義，在臺灣文學的、歷史的時、空場景上是不可磨滅的文化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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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s, Followers, and Borderers: An Analysis of
Nakamura Okei’s Works in Classical Chinese
Wang, You-hua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three volumes of Wading Waves written in classical
Chinese by Nakamura Okei during his stay in Taiwan. Researching Nakamura’s social
and academic background thoroughly, we found that Nakamura’s works complied with
the writing standards of the eight famous prose writers from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he adopted imitation, quotation, and compilation techniques and created numerous high
quality works. Furthermore, we adopted the perspective of “master, follower, and borderer”
to analyze the necessity and uniqueness of performing a cultural transition using classical
Chinese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Taiwan.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Nakamura
composed works purely in classical Chinese. His works also revealed his colonists’
consciousness because he was from the ruling country. Nakamura justified the attachment
of Taiwanese people to Japan.
Keywords: Nakamura Okei(Chusei),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Chinese, cultural
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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