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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剖白讀者說不出的詩中妙處……

／顧蕙倩（銘傳大學教授、師大附中資深教師）

好的賞析文字是引領初學者了解新詩的入門梯，剖白讀者說不出的詩中妙處，不但不

的老師，該如何引導學生進入現代詩的殿堂？我必須承認自己真是一個很貪心很自我

減低讀詩興味，還能幫助讀者建立一套看詩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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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張默身為創世紀鐵三角之一，從踏入詩壇起就孜孜不倦地寫詩的賞析，《臺灣現代
詩概觀》為其印象式批評的成果。蕭蕭長年傾注心力在現代詩教學上，過去與張漢良合寫

上詩，那他的青春真是鐵定白過了。
一如白靈在《一首詩的玩法》的扉頁這樣寫著：「這是人人都能寫詩的年代。詩，

的五大冊《現代詩導讀》被譽為詩賞析的經典，近二十年來仍有不少精彩賞析作品。但《

是胸中一口井，汲取才知不盡，用之方知不竭。」寫詩其實並不如一般人想像的那麼

蕭蕭教你寫詩、為你解詩》除了詩作賞析外，還附帶聯考新詩試題的解法，在各家賞析作

難，但是要能做到如白靈所說的人人都能寫詩，真的有這麼容易嗎？更何況詩是文字的

品中獨樹一格。渡也的《新詩補給站》，除了詩的鑑賞外，也討論到詩與廣告的關係。出身

藝術，平日閱讀的人已經屬於小眾社會，寫詩的人更是稀少如鳳毛麟角，如何能讓一般

台東教育界的吳當以詩賞析為職志，《拜訪新詩》附有新詩語譯，喜歡以散文詮釋詩作為

人如此有信心又有興趣的提筆寫詩呢？

其特色。丁旭輝的《淺出深入話新詩》真正做到深入淺出，完成了引領讀者入詩的任務。

現代詩是一種青春的啟蒙觸媒，青春不能只是坐在書桌前悶頭背誦名言佳句，或
是僅僅在捷運無聊時做著閱讀眾人的眼球運動，現代詩的課程不是創作好詩的訓練
中心，它的目的也不僅是教導學生創作一首音韻和諧、詩意盎然的作品，它至少必須
引導學生懂得掌握住詩的發生一瞬，以及堅信詩，需要在生命中發生的必然性。

詩的內功之正方與偏方
了解任何事物不存在任何「正確」的方式，相對的，也不存在任何「不正確」的方式。認識
詩的途徑，不論是「正方」或「偏方」，只要有助於讓人們接近詩，或看到詩更多元豐富的面
貌，就是「良方」。
詩怎麼教，關乎怎麼定義詩，以該定義發展出相應的教學模式。幾乎沒有一位詩人不曾對
詩下過定義，個個說得漂亮且往往不知所云，依然引起共鳴者的讚嘆。那些定義彼此之間
的共識並不算高。詩好像什麼都沒說，卻又好像什麼都說盡了，詩唯一說得清楚的是，這世
上沒有什麼是說得清楚的……
嗯，這便是教詩者最大的難題了。詩的教學者，如果不把自己當一個教學者，亦即想像自己
不是教師（雖然實質上是），或許可以略略避開此難題，甚至徹底解套？

觀察力、批判力、風格力

李翠瑛《細讀新詩的掌紋》有延伸閱讀及問題討論，可應用在教學上。仇小屏專門研究章
法學，《世紀新詩選讀》將每首詩的結構列表表示，使詩的章法綱舉目張。

世界觀、歷史觀、生活觀

陳黎與張芬齡合寫的《詩樂園：現代詩110首賞析》選詩橫跨中西，顯示出陳黎廣

跨地域、跨領域、跨世代

泛的閱讀範圍。無獨有偶，李敏勇《在寂靜的邊緣歌唱》翻譯並賞析了六十位來自世

於是我選擇了以下十份選單，以為連結青春與現代詩的啟蒙觸媒，讓學生與詩一

編前大話

／林德俊（小熊老師）

／陳政彥（嘉義大學中文系教授）

閱讀寫作的時光裡，我不斷質問自己，作為一位喜歡寫詩，又站在講台上教授現代詩
的老師，不但希望學生們能準時上課交作業，還甚至狂熱的相信年輕的學子若不能愛

創辦人：陳靜瑋 發行人：葉麗晴 總編輯：林德俊 主編：謝三進 編輯：喵球、劉文傑、李奕樵 企畫：廖亮羽 美術設計：方法原創
發行單位：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灣新北市 220 板橋區松柏街 65號 5樓
電話：(02)2254-5460 傳真：(02)2254-2136 聯絡信箱：alan910442@msn.com 活動洽詢：0910-536-617
詩評力 BLOG：http://www.wretch.cc/blog/poppoetry 遠景文學網：http://www.vistaread.com/index.php

我在《遊戲把詩搞大了》教案書表達的觀點是：一位詩歌教學者之所以展現魅力，絕不在
於他具備傳授修辭知識、分析詩作技巧的功夫，甚至，旁徵博引導讀名家名作也非最首要
的事。首要之事，乃是開發學員觀察細節的能力，並逐漸養成習慣，老師必須帶領一些活
動，幫助學生進入狀況，活動設計本身盡可能展現創意，即便看起來有點古怪也無妨……

界各地的女詩人詩作，與國內常見的詩作賞析大異其趣。

起走進生活的場域同哭同笑，跟書中的指示一起做著寫詩愛詩的運動，一個口令一個

最後，羅智成的《文明初啟》雖非專為詩賞析而作，但是羅智成一貫知性的文字，自

動作，並相信寫一首好詩，是需要意象的經營，而面對詩，大家最感興趣的問題就是詩

有其迷人之處。是否，詩的賞析本身也能具有豐富可讀性，成為另一種令人愛不釋手的

本身，而非分數或老師的點名。

文學作品？這或許正是目前賞析文本之不足，可待未來詩論家努力的目標吧。

種種把熟悉化為陌生、從中獲取新意義的練習，練習久了，就會內化為一種尋常的能力，姑
且稱之為「詩的內功」。
嗯，詩的內功可以錘鍊，那能為讀詩寫詩，以及為一些和詩和文學乍看無關的事，生活、人
生等等，建立強大的基礎。你若不信，大可投身一試！

詩入門推薦書／片單(1991-2010)

現代詩賞析推薦書單(1991-2010)

導演：麥克瑞福《郵差》

France/Italy/Belgium

1995

渡也《新詩補給站》

台北：三民

1995

導演、編劇：陳懷恩《練習曲》

Taiwan

2006

張默《臺灣現代詩概觀》

台北：爾雅

1997

羅智成《文明初啟》

台北：聯合文學 1999

聯合文學／編輯製作《閱讀文學地景‧新詩卷》

台北：聯合文學

2008

蕭蕭《蕭蕭教你寫詩、為你解詩》

台北：九歌

2001

白靈《一首詩的玩法》

台北：九歌出版社

2004

吳當《拜訪新詩》

台北：爾雅

2001

楊牧《一首詩的完成》

台北：洪範出版社

2004

仇小屏《世紀新詩選讀》

台北：萬卷樓

2003

向明《新詩百問》

台北：爾雅出版社

2008

李翠瑛《細讀新詩的掌紋》

台北：萬卷樓

2006

蕭蕭《現代詩創作演練》

台北：爾雅出版社

1991

丁旭輝《淺出深入話新詩》

台北：爾雅

2006

安．拉莫特著，朱耘譯《關於寫作 : 一隻鳥接著一隻鳥》 台北：晴天出版社

2009

過 氣 政 客 們 嗜以「愛台 灣」綑 綁民 心，

的預言之書《網路新詩紀：詩路2000年詩

陳黎、張芬齡《詩樂園：現代詩110首賞析》

台南：南一

2007

反 覆 吶 喊 只為 辯 解 自己 是 真 情 而 非 假

選》）、性別覺醒（貌似遲到卻終究出土

2008

意。年 輕 一輩 實不須 如 此做作，愛不愛

的《紅得發紫：臺灣現代女性詩選》）、世

台自己 心裡 知 道 就 好，倒是 如 何「看台

代角力（青 春 無 敵《台灣 七 年級新 詩 金

灣」至為重要。愛詩人 更 應 該嘗 試用詩

典》vs. 不死火鳥《複眼的思 想：戰後世

選看台灣——唯有親自閱讀，以詩抗暴，

代8人詩選》）、一個台灣，各自表述（高

方能逃離政治迷霧的錮鎖，穿越歷史煙

雄春暉《2008年臺灣現代詩選》vs. 台北

嵐的遮蔽。

二魚《2008臺灣詩選》）。一旦要評比輕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策劃

蕭蕭《現代詩遊戲》

台北：爾雅出版社

1997

聶魯達著，陳黎、張芬齡譯《一百首愛的十四行詩》

台北：九歌出版社

2009

李敏勇《在寂靜的邊緣歌唱》

台北：圓神

大詩評家

用詩選，看台灣
每本詩選的出版，都是一次權力的（

重厚薄、論斤秤兩，就不可不提「以小搏

重）分配，也是一種視域的（再）展現。

大」的《小詩．牀頭書》vs.「堂皇巨著」

詩 選 之 編 者 看 似 大 權 在 握，其 實 他 們

之《二十世紀臺灣詩選》。最後兩本推薦

袁紹珊詩集《Wonderland》（遠景）

得 替 詩 作留影、對歷 史 負 責、為台灣 造

書，向來主張「台灣研究不可捨棄東亞視

讀袁紹珊的詩，我常懷疑那種迷魅的吸引力是來自距離的美感——台灣、澳門之間中文語境的距離和地域文化

相，往往是收益有限卻責任無窮。況且，

野」的筆者界定為「絕非外人」——它們是

的距離……後來我發現，她的詩裡頭是距離的距離的距離之於此岸的距離，是港澳╳北京╳北美和台灣之間的

台灣出版的詩選集數 量早已破百，能夠

《馬華新詩讀本》及《千島世紀詩選》。

距離，更有東方和西方、邊緣與中心之間的距離，有時詩中的母題大到令人咋舌，所幸不是外顯於形的那種寫

讓讀者一新耳目、視野大開者能有多少？

從東亞映照台灣、在台灣閱讀東亞，除了

法，所幸社會和國族的折射並未遮去她的浪漫慧黠，她讓自己的身世從語言的毛孔節制的滲出，從而創造出新

以公元兩千年迄今為度，筆者推薦以

重現彼此間的歷史因緣，更能彰顯出台

的身世。這樣的寫法，使她在大華文詩歌圈成為一顆獨一無二的星，未來十年甚至更久，難有新輩詩人能出其右。

十本詩選集來認識台灣：網路先聲（果敢

《詩評力》愛推薦

遠景夯出版

（推薦人：小熊老師‧林德俊）

郭成義
《我們茉莉花》

亞瑟蘭
《愛在巴基斯坦蔓延》

——權力（重）分配，視域（再）展現……
／楊宗翰
詩選推薦書單(1991-2011)
李元貞編《紅得發紫：臺灣現代女性詩選》

台北：女書

2000

馬悅然、奚密、向陽編《二十世紀臺灣詩選》

台北：麥田

2001

須文蔚、代橘編《網路新詩紀：詩路2000年詩選》 台北：未來書城

2001

李敏勇編《複眼的思想：戰後世代8人詩選》

台北：前衛

2005

張默編《小詩．牀頭書》

台北：爾雅

2007

江自得等編《2008年臺灣現代詩選》

高雄：春暉

2009

向陽編《2008臺灣詩選》

台北：二魚

2009

陳大為、鍾怡雯編《馬華新詩讀本(1957-2007)》

台北：萬卷樓

2010

楊宗翰編《千島世紀詩選》

台北：秀威資訊

2010

謝三進、廖亮羽編《台灣七年級新詩金典》

台北：釀出版

2011

灣現代詩發展之洞見與盲點。
楊宗翰小檔案
1976年生於台北。現為秀威資訊／新銳文創／釀出版副總編輯、大學講師
著有評論集《台灣現代詩史：批判的閱讀》等
入選《中華現代文學大系Ⅱ》（詩卷、評論卷）、《台灣文學三十年菁英選：評論三十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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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靜候3-5個工作天，我們將郵寄當期《詩評力》給您。

「真正的詩人寫詩純粹是自動自發的想寫就寫……」──《新詩百問》向明
「詩人服膺美的嚮導……不只創造藝術之美，更須創造人情之美。」──《一首詩的完成》楊牧
「詩是想像的產物，惟有勇於發揮想像力的詩人，才可能成為傑出的詩人。」──《現代詩創作演練》蕭蕭

「文盲」
陳雋弘˙詩人、高雄女中國文科教師
上課時對學生說，從很小的時候開始，我就覺得「吳」這個字髒髒的。學生笑了，認為「吳」這個字怎麼也跟「

這樣的一個時代可能已經消失：

不讀詩卻寫詩的新「詩人」

髒」扯不上關係。不過仔細一想，其實我們都曾經對「字」有過特別的感受。說不上來，甚至與這個字的形、

林金郎˙跨文類作家、著有《超有趣的魔法寫作課》

音、義完全無關。課後有個學生告訴我，他總覺得「精」這個字會扎人，有種疼疼的感覺。同樣說不清楚為什

好詩的青年們捧著詩人所撰，有關新詩教學、解惑的書，揣摩詩意運

經常看見一些新手寫詩淪為散文化，只是抒情小品的分段；又或者是歌詞化，只注重情

麼，卻真實存在著。

轉狀態（倘若我下筆……）在那詩界隱蔽、詩人充滿神秘感的年代，讀

感的直接陳述，總而言之，就是沒有大量閱讀詩作就動手寫詩，而且為數還頗多。而其
呈現出來的現象就是：只重詞藻的修飾、缺乏意象、直接訴情、喃喃囈語，當然更多是

者透過這些說明性的文章逐步靠近詩人心中的花園──

詩

我常認為現在語文教育最大的問題，就是我們對「字」不再有感覺了。漸漸地，我們對自己沒有感覺了，
對世界也沒有感覺了。當文字不再用來「命名」，一切也都成了贗品。

不知所云。

新一代的「文盲」正在增加，每個人都看得懂字，每個人也都看不懂字。

古人有云：「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熟讀唐詩後才能心領神會詩的意
趣、技巧和精神，因而才會吟詩，那要動筆寫詩，需要讀多少詩呢？因此如果缺乏足夠的「

──也許是孤島，詩人就某方面來說，就

這樣一個人人手中都虔信海圖，循前人行跡前進的時

是 擅長 探索心海的冒險家。憑藉細膩的

代可能已經消失，但我們因此發現更寬廣的新世

情感，發現無人標記的島嶼，而其著作往

界？一個無比自由，但也可能極沒有方向感的年

往就藏著他航行的記錄。

代，或許只消一張海圖，就能讓我們重新察覺，自

假如我可以當教育部長

己正在無邊的世界航海……

林煥彰˙詩人、創辦布穀鳥兒童詩學社、指導行動讀詩會

新詩賞析」課前教育，就直接進入寫詩，可以預見的，寫出來的作品如不是分段文，就是
範本模仿。所以，寫詩前，要先讀詩，讀足夠的詩。

我的決策是：第一、廢除各級學校的任何考試。第二、大家都來玩

本 期主題「詩怎麼教？怎麼 學？」邀 請到不同世

詩（每學期最少要上四節玩詩課／包括老師和校長），學期終了每

代、不同教學環境裡的「授詩者」，一同探勘這個

人要交一本自製詩集（最少十首／長短不拘），放在國父紀念館公

年代的方向感。

升學升遷的重要依據）。第三、每個國民一年最少要買三本詩集（

編者／謝三進

開展示一個暑假（接受觀賞者直接在上面評分評語／其成績作為
收據抵稅）以上是我嚴肅的願望。

以「詩」搭建心靈的家屋
吳俞萱˙詩人、全人中學中文科教師
兩年半前，我來到苗栗山裡的全人中學（一間體制外的民主學校）教書，認識一群令人顫

魅讀術

詩‧台灣‧歷史脈絡 ——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新詩四書

動的孩子，就像辛波絲卡的詩〈致謝函〉寫的：「他們並不知道／自己空著的手裡盛放了
好多東西。」我在課堂上帶他們閱讀中外詩人的作品，摸索字本身是什麼（而不是字在表
達什麼），我們對每隻字進行更豐富更細瑣的想像，讓詩的身體出現。我要他們抄錄自己

／李長青（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兼任講師、草湖國小教師）

喜歡的詩，也鼓勵孩子們進行創作，試著找出自己的語言，剝去各種成見，將生活裡的人
與人、物與物之間的所有細節翻新，如同「學說話」一樣，「創作」也是回應世界的方式。

推薦書單

我還鼓勵他們將抽象的想法變成富詩質的裝置或行動，其中有個愛吃奇異果的小小孩，
特地買了三罐油漆，調成秋天的顏色，刷滿學校的廁所，他說他要把秋天留住。

如果先從「詩」本身談起，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原住民族的口傳神

（→到詩評力blog看全文）

《望鄉》

話、平埔族人的生命記事、沈光文的颱風（台風）行旅、傳統漢詩

此冊詩選借董祐峰發表於《台灣文藝》第二

此冊詩選借陳遜仁詩作〈望鄉〉（月中泉譯）

文、俳句與短歌、白話詩、新詩、現代詩等各款各式不同的條紋，

卷第五號（1935年5月5日出版）的獨幕詩劇〈

為書名，收錄包括繪聲、陳夢痕、吳漫沙、陳

都是譜成現今台灣現代詩壇風景的美麗彩虹。台灣現代詩的歷史

森林的彼方〉
（月中泉譯）為書名，收錄包括

遜仁、戴五、鰲西恨人、王昶雄、黃得時、邱淳

黃衍輝、楊啟東、垂映生、陳笑溪、放浪兒、

洸、龍瑛宗、吳瀛濤、趙真琴、邱永漢、吳天

葉陶、郭天留、巫永福、曾曉青、鄭國津、青人、董

賞、張彥勳、蕭金堆、呂赫若、張冬芳、詹冰、

祐峰、王火科、劉子弼……等共57位詩人作品。

周伯陽、陳千武……等共38位詩人作品。

詩是一種未知、等待發現

拒絕疫情

向明˙詩人、詩評家、著有《新詩百問》

嚴忠政˙詩人、曾任嘉義大學駐校作家、指導成立嘉大帆布鞋詩社

我一直認為沒有誰能教詩，也沒有那個詩人是教出來的。詩如能教，則所有的中文系所，都可開「

剛開始兼課的前二年，以為只有「權威」才能讓學生貼耳細聽。後

戰後（1945－）迄今，台灣現代詩的內涵，同時具有質與量雙

詩人速成班」，使天下所有愛詩的人「盡歡顏」。然事實決非如此簡單，否則南陽街生意將更好。

來察覺，即使你有再好的學識，如果引不起學生的興趣（甚至用來「

方面顯著的變化；尤其，在歷經現代詩論戰以及《現代詩》、《藍

嚇」學生），十八堂課下來，恐怕只會讓人更遠離詩歌而已。

星》、《創世紀》、《笠》等詩刊（社）彼此之間（或各自與所謂的

至於「新詩百問」居然會到大學當教材，那才真是誤打誤撞，絕非我的原意。不過如無人找我

《森林的彼方》

脈絡，應當如是考察。

寫那個專欄，去上窮碧落下黃泉找來那麼多學問答覆百問，憑我的資質學識絕無此本領。詩壇前輩

所以，新詩課不應該是闡揚詩人「家訓」的地方；一堂新詩課

詩壇結構之間）的溝通、對話、詩觀論述、詩派標舉、詩藝展示、勢

覃子豪先生曾說：「詩是一種未知，等待發現」。我的詩和百問答案都是我自己向未知發掘而來的，

其實應該就是一場生動的比喻。比如說，講到精鍊的文字，為了讓

力消長與洗牌之後，台灣現代詩的豐富資產與多元面貌，儼然已成

此冊詩選借郭水潭詩作〈廣闊的海〉（陳千武

此冊詩選借張我軍詩集《亂都之戀》為書名，

訣竅是不斷的摸索和用功。

人深刻感受文字的魔力（張力），我會請學生遞一張百元鈔票給

為華文世界裡一支風格獨具的文學隊伍。

譯）為書名，收錄包括吳新榮、郭水潭、蘇維

收錄包括追風、張我軍、楊雲萍、楊華、賴

熊、陳君玉、李張瑞、翁鬧、林修二、嵩林、王

和、王白淵、虛谷、毓文、楊守愚、陳奇雲……

登山、林芳年、青陽哲、水蔭萍、邱英二……

等共32位詩人作品。

我，當場摺個四摺（聲言是為了去其冗贅），然後在攤開的瞬間變
成二百元。我想，這種有心的設計，不是單純的變魔術而已；其他
教學活動也是，有時用30宇宙秒，孩子們就笑到回不來了！

立足於此基準點上，我們更需要對終戰前（曾被喚作「光復
前」）的台灣新詩有所理解。

《廣闊的海》

《亂都之戀》

等共30位詩人作品。

註：以上四書，均係羊子喬、陳千武編，遠景出版（1982初版，1997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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