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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洲麗澤社與南洋詩壇
譚勇輝

論 文 摘 要
星洲大詩人邱菽園於 1896 年創辦麗澤社，在會賢社、圖南社、會
吟社等的基礎上，力求完善，精益求精。邱菽園及其麗澤社“開化蠻
荒”的宗旨奠定了其於星洲詩壇祭酒的地位。麗澤社的靈活學規與豐
厚獎金，彰顯其凝聚流寓文人的積極態度，從麗澤社的社課題目中，
尤可看出南洋文人與閩粵詩壇、清末科舉之間的關係。從課榜名錄的
分析中，更可確定當時已形成一個長駐南洋的文人群體。
關鍵詞：邱菽園 麗澤社 社課 南洋詩壇

譚勇輝（Tam Yong Huei），南京大學文學博士，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助理教授，研究
方向為馬新漢詩、詞學。Email: xiaoxiaoyujushi@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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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881 年中國駐新加坡領事左秉隆創辦“會賢社”，流播文教，開化民智，按
時舉辦社課，文士聚集砥礪學問，交流詩歌，南洋文風稍微振作。另有一個“會
吟社”成立於 1889 年，與會賢社相輔相成。1891 年，黃遵憲接任駐新總領事，
重組會賢社，易名“圖南社”，致力振興南洋華僑的學術文化，引起當地華文報
章的關注。據《星報》載，“每有稍通文墨之人南來作客，而屠龍有技，不入時
趨，鷦鷯之枝，未易謀得，將窮途落魄，何以自存？幸得該社獎賞之資藉圖膏
火，雖所得無幾，亦仍有所依託，並此無之”。1 又稱黃公“創設圖南社課，自捐
廉俸，籌集公款，以培育人才，雖創行未久，功效未彰，然苟接其任者能善繼其
後，將見涵濡漸染之既久，每在海濱不成為鄒魯哉”。2 可見當時人們對南洋文風
的賡續，抱持十分樂觀的態度。因緣聚會，眾望所歸，就於振興南洋文風功效
未顯之際，從中國再度南下新加坡的邱菽園，自覺承擔了前賢流播風化的使命，
“麗澤社”於是應運而生。3 邱菽園《五百石洞天揮麈》云：
“丙申（1896）余來星
坡，蒙內地流寓諸君子委校文藝，繼左、黃二領事會賢、圖南社後，創興麗澤一
社，以便講習。”又云：
“南荒僻陋，島嶼林立，流寓文士散而不聚，聲氣難通；土
著人材童則失于正蒙，壯則溺于貨利。求有一二心通其意，思能洽我同源、響我
宗教者，已戛戛難之，況求其干城我，金蘭我耶？”然而，麗澤社的初課卻得到
南洋文士的踴躍回應，“一時聞風奔輳，得卷千四百有奇”，使得麗澤社初創即進
入如火如荼的狀態。4 此外，邱菽園也接手處理會吟社的評審工作，與南洋文士群
體有了更深層的認識和交流。

本文獲得馬來西亞漢學研究會“馬來西亞新加坡漢詩資料整理與研究學術計劃”資助研究經費。
1

詳見《觀黄公度觀察獎勵學童事喜而有說》，《星報》1892 年 1 月 6 日。

2

詳見《星報》1895 年 3 月 11 日。

3

邱菽園（1874-1941），名煒萲，字菽園，以字行，號星洲寓公。1874 年生於福建海澄，襁褓時隨母
寓居澳門，八歲隨雙親遠赴星洲，受學私塾，十五歲返鄉參加童子試，中秀才，於弱冠之年中舉，光
緒廿一年（1895）赴京參加會試，落第，遂絕意仕途。翌年，父逝，返南洋繼承家業，頓成富豪，揮
金結客，傾身下士，天下豪傑多稱道。邱菽園與維新派人士相善，1900 年以千金邀康有為避難南洋，
並成立保皇黨新加坡分會，籌集巨款助唐才常勤王起義；起義失敗後，與康有為交惡，退出保皇黨，
惟仍關心中國局勢。1907 年，投資地產失敗宣告破產，從此家計艱難，卻能安貧樂道，傾心禪學。
晚年貧病交加，1941 年卒於寓所，葬於新加坡咖啡山。

4

邱菽園：
《五百石洞天揮麈》卷二，1899 年粵垣雕刻木板大字本，《續修四庫全書》第 1708 冊，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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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麗澤社的地位及其影響
根據《星報》、《天南新報》所載的《麗澤社謝教錄》，以及邱菽園《五百石
洞天揮麈》、《揮麈拾遺》的相關信息，麗澤社活躍於 1896 年 10 月至 1901 年之
間，其於 1901 年以後的情況則未見於任何資料的記載。5 麗澤社的創社宗旨與會
賢、圖南二社一脈相承，但略有不同的側重點。其一，會賢、圖南二社乃官辦社
團，除了振興學術文化，還志於宣揚忠君愛國的儒家文化思想；麗澤社則是民辦
社團，重心在於鼓勵詩歌創作與交流，促進南洋詩壇的發展。其二，會賢、圖南
二社的社課內容以文為主，以詩為輔；麗澤社則以詩歌為主，其後雖因務實之需
而增加文題，但其數量仍無法與詩題相比，顯示邱菽園重視詩歌的態度。麗澤社
的學規與獎賞制度，乃於會賢、圖南、會吟諸社的基礎上力求完善，精益求精。
邱氏大力提倡詩歌創作，風氣所至，眾多詩人文士相聚雅集，共同進行詩歌活
動，讓我們得以窺見南洋詩人踪影，及其頗具代表性的優秀作品。
麗澤社在早期南洋華人詩歌史中是一個亮點，它的地位在當時已得到社會的
認可。在報章的序跋或啟事中，凡論麗澤社者，總離不開邱菽園的功績。例如芸
香子《海國儒宗》：
菽園老師現於叻地倡建詩社，不惜潤筆之資，使一時文學聿興，誠宏
獎風流之至意也。自愧譾陋無文，未能趨承雅教，共執吟鞭，悵何如也。
爰不揣固陋，漫錫四字曰“海國儒宗”，並楹聯云：
“會設星洲果能敬業樂群
佇見海濱成鄒魯；社開麗澤從茲熏陶鼓舞還期島嶼萃人文。”6

這位“芸香子”盛讚邱菽園創辦麗澤社的善舉，喻作在偏遠之邦流播文教，薈萃
文人，以成海濱鄒魯。譚蘭濱《麗澤社記》一文，乃麗澤社“冠軍課卷”的駢文
佳作，7 通篇文字精工典麗，作者深諳邱氏創社的苦心和美意，同時也多方面展示
麗澤社的詩社特徵與時代地位。
以下試從譚蘭濱《麗澤社記》詮釋麗澤社的特徵與地位。其云：
梗楠杞梓成材，必本乎蒿萊；棫樸菁莪擢秀，每基乎阿沚。…… 是故
漢崇經術，開虎觀以萃儒生；唐重詞章，辟鳳池以優文士。……莫不樂育為
5

邱菽園《揮麈拾遺》云：
“ 余亦臥病疏慵，畏增物議，杜門卻掃，祗解著書，前日豪吟，聊不復作。”
（《揮麈拾遺》卷五，1901 年上海澆鑄鉛版小字本，頁 6）據此推斷，麗澤社於 1901 年後應因邱氏臥
病、杜門而不了了之。

6

詳見《來稿照刊》，《天南星報》1899 年 11 月 27 日。

7

譚蘭濱：
《麗澤社記》，收錄於《五百石洞天揮麈》卷三，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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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甄陶待化。然而造士之雅，歸諸有司；肄業之勤，課諸良友。所以社聯
白傅，僧思如滿之邀；社結南園，軒想抗風之闢。極之窮鄉設塾，社會亦以
聯群，先達好文，社長於焉校藝，此星洲麗澤社所由昉也。

譚蘭濱首先從自然事物的原理起興，認為詩人文士數量的持續累積，便能給創辦
詩文社帶來基礎條件，然其關鍵在於是否出現引領時代風氣的人物，藉此將麗澤
社與古代官方籠絡文士、民間詩人結社的風氣相互聯繫，指出麗澤社雖然地處蠻
荒，但卻能夠接續重視文學的中華正統文化。又云：
斯社為閩中邱孝廉菽園夫子所設，爰稽其製課，以月試而無荒，始命
之題，意在風騷之足繼。……然命名則謙言講習，考課則樂處朋儕。視彼
左氏、黃公之剙（會賢社剙於漢軍左子興太守，圖南社剙於嘉應黃公度觀
察，二公皆先後來駐星洲領事者也。二公去而風雅寂然矣），更擴規模，合
以會賢、圖南之名，殊堪鼎峙者也。且夫文章一藝，地不以偏隅而限，功
必以熟習而精。

作者進一步肯定麗澤社繼承中華詩脈的“風騷”流韻，又將麗澤社視為延續會
賢、圖南二社的使命，鼎足而立，並對社員詩友寄以厚望，莫為地處偏隅所囿，
他們作品將因勤勉學習而取得精雅的成就。又云：
星洲遠隔重洋，不沾王化，俗尚狉獉之陋，地非詩禮之鄉，然而陸機
入洛，即多箸作之才華；韓愈來潮，一洗窮荒之風氣。今斯社具討論之雅
意，寓培植之深心。……矧斯社也，課旋待課，將以付之梓人；集已初登，
亦屢煩乎楮素。……受李元禮之容接，聲價彌高；得許子將之品評，眾情
共服。興趣因之而倍烈，人文即此以有成。……但求卷牘之呈，便收實益。
嗟嗟！龍非尺木以不飛，魚俟燒尾而始化，栽培有自，海外不絕斯文，甄
綜所加，士林永崇實學。雖大筆垂諸不朽，非無剞劂之登，而作育播諸將
來，亦俟源流之述。是為序。

最後，譚氏文章的情緒進入高潮，將邱菽園在星洲創辦麗澤社的功績，比擬於陸
機在洛陽與當時文士的金谷之遊，韓愈在潮州與當地鄉賢的興學之舉，備致稱譽
之意。作者也載述麗澤社聚集文人雅士、知音互賞的盛況，總結出“栽培有自，
海外不絕斯文”的讚歎，肯定了麗澤社在栽培南洋詩壇人材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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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課詳情
（一）學規與獎勵
在麗澤社之前，會賢、圖南二社的學規大抵能反映官辦文社的運作情形。8 麗
澤社創辦之初，尚未列出完整的學規，而是採取較靈活和逐步完善的方式，為詩
社與參賽者都帶來便利。以下根據相關資料，條述麗澤社的學規內容。
麗澤社初成立時，基於鼓勵大家踴躍投稿參賽，提出“卷紙隨便自備，謄
真填寫氏號，各聽其便，所有佳卷概不收卷資”9 的徵稿規則。此項規則顯示麗澤
社的開放性，無論新加坡或外埠人士，凡參賽者皆被視為社員。由於首兩期社課
的投稿量過多，稿紙寬窄長短不齊，且多出現塗寫刪改之迹，給閱卷者帶來極大
的不便。麗澤社遂於 1896 年 11 月 5 日訂下新規章，此後社員都必須向“源順街
福同安號”購買規範卷紙，每卷洋五角，售紙所得將作為日後詩社刊刻集子的費
用。社員須在每卷下方附註名號，卷面黏有浮票以供作者填寫氏號，待投稿時才
由麗澤社代理人揭去，模仿科考彌封之例，編列號數，並給付收條以作日後領獎
憑證。月餘後，麗澤社更擬簡便方法，不再給付收條，而在浮票蓋印，由投稿人
自行揭去，作為日後領卷憑據。填寫名號處也從卷面改為卷後紙角。10
麗澤社實行用紙條例後，凡不用規範卷紙者，縱是佳作亦視為違規，不予錄
取。麗澤社鑒於外埠社員交通不便，建議其將原稿函托“福同安號”代為抄錄，
以積極落實用紙條例。年餘後，社課題目與社員人數日增，規範卷紙貨不應求，
用紙條例略有放寬，但仍徵收一至二洋角的社費。至於投稿日期，麗澤社規定
“每期定朔日擬題，望日截收，廿五日放榜”11。查閱《星報》與《天南新報》的記
載，除了一些特殊情況，一般都與所擬定的日期相符。例如，邱菽園於 1896 年
杪回鄉辦理父親殯葬之事，未能及時將“丙申年十一月、十二月分詩卷”評閱完
畢，延誤了放榜時間。因此，“丙申十一月、十二月分詩卷”各別遲至 1897 年 3
月 30 日、4 月 24 日才陸續放榜，後於《星報》連載數日。
麗澤社的社課錄取卷數與獎金都遠超會賢、圖南二社。會賢社每期錄取卷

8

圖南社學規，如：一、每月初一由總領事署出題，初十截卷，二十發榜。二、取列一二等者，照前規
章，由總領事捐廉十圓，以為獎賞，若佳卷增多，另行籌加獎賞。三、社人均能報考，各於卷面填寫
姓名，取列一二等者，於發榜後、領卷時，須報名住址。四、諸生投卷時，即領回收條，以後領卷及
賞銀，均以此收條為據。五、社中課卷現託黃墨林印刷，應課者悉用此卷，以歸劃一。每卷定價收銀
二占，作印刷之資。（《學規重申》，《叻報》1892 年 10 月 21 日）

9

詳見《酸道人擬聯求教》，《星報》1896 年 10 月 13 日。

10

詳見《麗澤社繼興題目》，《星報》1896 年 11 月 5 日。

11

詳見《麗澤社繼興題目》，《星報》1896 年 1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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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僅有十五個名額，且按等次分享總領事捐出的十元。12 圖南社每期錄取人數是
二十一至六十五名，分為超等、特等、一等三級，賞銀由黃遵憲與當地紳商捐
助，每位賞金多則五元，少則二角，總獎金為二十元至四十元。13 邱菽園繼承父
親豐厚的遺產，且又熱衷於發揚詩學，傳播文化，供予麗澤社的獎賞也較慷慨大
方。每期的名次謝款，冠軍十二洋元，殿軍六洋元，其餘則視投卷數量而酌定，
分為若干等級，每級又列若干名額，第一等第二至第五名獎賞二至五洋元，其餘
等級則一洋元，或另附贈文房書籍。有時賞金略有調整，如 1896 年 10 月 31 日
麗澤社第二課謝教錄，冠軍“寄寄子、翠微山人”兩卷水平難分伯仲，經查作者
是同一人，於是匯為一卷以冠全軍，將原本的十二洋元增至十四洋元，加賞《中
東戰紀》一部。14 又如 1897 年 4 月 3 日（丁酉三月初二日）的殿軍獲頒八洋元，
原因是該期“第二名已賞至十元，為第二名之作與冠軍不相伯仲，所以獲此優
異；加殿軍二元者，明殿軍與第三名之作一體而遜於冠軍及第二名也”。15
後來，隨著社課範圍擴大、題目增加，詩課獎品並不限於被錄取者，例如麗
澤社於 1897 年 12 月 14 日發佈一則啟事，每完成一卷題目交來者，若未被錄取，
仍可獲得一洋元的獎勵。16 麗澤社不止一次在報章上告示，只要有出色佳卷將不
會吝惜酬金。邱氏的大方施惠使得僑居南洋的文人受到莫大的鼓舞。1896 年 11
月 28 日《星報》刊登“續麗澤社十一月詩榜”後附上這樣一段話：
“所有謝教筆
金、書籍各許，概由邱孝廉發給，諸君飲水思源，當必爭自濯磨，毋惜金玉，俾
得文風日盛，變海濱為鄒魯，化鴃舌為弦歌，是則本社之所馨香祝禱者也。”麗
澤社希望僑居南洋的文人能夠瞭解邱菽園創社的宗旨與苦心，踴躍參與投稿，共
同為當地詩壇注入活力與生氣。
（二）社課題目之演變
邱菽園曾對麗澤社的社課作了一次簡單梳理，其《五百石洞天揮麈》云：
星洲麗澤社，丙申（1896）始創，不過詩聯、詩唱等題，繼而兼課制
藝、帖括、詞章、時務，前後鈔存，將來匯刻，傳諸其人。星洲椎魯無文，
僅此亦足為後之志藝文者篳路矣。17
12

詳見《會賢社月課課榜名錄》，梁元生《宣尼浮海到南洲：儒家思想與早期新加坡華人社會史料彙
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5，頁 33-46。

13

葉鐘鈴：
《黃遵憲與圖南社》，《亞洲文化》第 15 期（1991 年 6 月），頁 124。

14

詳見《麗澤社第二期謝教錄》，《星報》1896 年 10 月 31 日。

15

詳見《四續麗澤社丙申十一月份詩榜》，《星報》1897 年 4 月 3 日。

16

詳見《續麗澤社十一月詩榜》，《星報》1897 年 12 月 14 日。

17

邱菽園：
《五百石洞天揮麈》卷十一，頁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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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從《星報》輯得相關麗澤社的社課出題方式資料列於下表：
表一：星洲麗澤社社課題目
日期

社課題目

1896 年 10 月 13 日
丙申九月初七

一簾菊影當明月 / 睡鴨香殘紅袖冷 / 一曲琵琶千點淚 /
悄拍香肩呼姊妹（以上四聯各成對句合為一卷）
殘月曉風楊柳岸 / 盤馬秋原霜氣肅 / 峭帆衝斷江中影 /
紅袖青衫皆白首（以上四聯各成對句合為一卷）

1896 年 11 月 2 日
丙申九月廿七

愛薰花氣簾常捲 / 入夢詩魂應伴月 / 淡到無言人似菊 /
十里樓臺涼浸月（以上四聯各成對句合為一卷）

1896 年 11 月 28 日
丙申十月廿四

琴○○○○○○，心○○○○○○
○燭○○○○○，○奴○○○○○
○○儂○○○○，○○影○○○○
○○○香○○○，○○○夢○○○
（以上四題各成對句合成一卷）

1897 年 1 月
丙申十二月

○○○○○○楚，○○○○○○絲
○○○○○今○，○○○○○瘦○
○○○○蛾○○，○○○○子○○
○○○玉○○○，○○○鈎○○○
（以上四題各成對句合成一卷）

1897 年 4 月 3 日
丁酉三月初二

○目○○○○○，○耕○○○○○
〇〇洞〇〇〇〇，〇〇庭〇〇〇〇
〇〇〇紅〇〇〇，〇〇〇樹〇〇〇
〇〇〇〇杯〇〇，〇〇〇〇渡〇〇

1897 年 5 月
丁酉四月
1897 年 11 月
丁酉十月課題
1897 年 12 月 9 日
丁酉十一月十六日

首題：曹孟德花柳瘡分詠
次題：青面紅鬚嵌詠
詩帖：十月先開嶺上梅，以題為韻
新樂府四首：塵外物、酒中仙、灶下桐、堂前燕
十一月課題
文題：子曰：道不行，乘桴於海，從我者，其由與。
子路聞之喜。
試帖：賦得銅雀伎，得曹字五言八韻。
經題：言告師氏一章
古學：魯肅周瑜優劣論 / 楮先生傳 / 青燈有味似兒時
賦（以進德修樂欲及時也為題）/ 七洲洋放歌（五七
古不拘）
詠史題不拘體格：賈誼、范滂、謝安、王猛、溫嶠、
杜甫、張巡、韓偓、蘇軾、陸游
詠物題：簾、燈、屏、鏡、落花、殘照、歸帆、旅館
（以上各作五律一首不拘韻）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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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課題
四書文題：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
試帖題：賦得海燕雙棲玳瑁梁，得期字五言八韻
雜文體：星洲麗澤社記 / 麗澤社課選初集序 / 書架銘
（以上三題不拘駢散題）
雜詠題：星洲竹枝詞，不拘韻不拘首數
粵謳題：不拘體不拘韻
題選詩圖：調寄 [ 滿庭芳 ]
樂群文社冬月題目
1897 年 12 月 14 日
丁酉十一月廿一日
1898 年 2 月 22 日
戊戌二月初二

1898 年 5 月 30 日
戊戌四月十一

時務題三：
星洲雜錄題目：鐵橋、水景、打球場、戲馬坡、旌旗
山、珍珠山、大書院、博物院、自來水匯、公家公園
（無論散文駢體詩詞圖說，如意揮灑，均聽其便）
正月課題
文題：子曰：君子病無能焉 兩章
試帖：賦得桃花流水鱖魚肥，得肥字五言八韻
史論：平原信陵二公子論 / 張巡殺妾論
律賦：張巡殺妾餉士論，以宛轉蛾眉馬前死為韻
駢體：星洲元夕序，文內用時事須詳註
銘贊：不倒翁贊
雜詠：夢俠、情禪、書傭、詩史、不拘體韻
題後：桃花扇題後、牡丹亭題後，五七古不拘
五月課題
四書文一：素患難行乎患難
雜詠題二：老馬、老翁，體韻首數不拘，以上三題全
作自成一卷
時論題一：重工議
史論題一：始皇漢高論
（以上二題全作，自成一卷）
雜體文題：言志對，暢所欲譚，不拘駢散，文極短須
滿三百字，極長亦不得超過二千字
試帖題一：賦得隨清娛現夢褚遂良，得良字五言八韻
詠史題二：高漸離、樊於期，不拘體韻首數
（以上四題全作，自成一卷）

以上基本反映麗澤社課卷題目的演變。麗澤社初期的社課內容較為簡單，不外
乎詩聯、詩唱兩類，蓋是承自八閩詩鐘文化。詩鐘發源於嘉慶、道光時期（17961850）的福建八閩地區，是一種多姿多彩的詩歌對句訓練活動。晚清閩南一帶文
士結社的風氣較濃，18 雅集內容正以詩聯、詩唱為主，出生漳州海澄的邱菽園深

18

《乾隆府志 • 記遺》載：
“漳文儒多寒素，……同志重文社，多者數十人，少者十數人，按期拈題，呈
能角勝，雖窮鄉僻壤亦彙集郵致，竟以此為樂事焉。
”（轉引自朱水湧、周英雄《閩南文學》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頁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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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薰陶，曾經參與其盛，南渡後遂將這種雅集活動廣為傳播。19 會吟社也以詩聯、
詩唱作為主要的雅集內容，創辦人之一的王會儀也是閩南人，由此可知詩鐘文化
的普遍流傳。
詩聯與詩唱是以出題方式的不同而命名。詩聯，一般是指七律中的對偶句
子，因其形式與對聯相似而冠之為“聯”，但其要求則較對聯嚴格。麗澤社首三
期的題目都是詩聯，以下列舉一些得獎佳句，略作簡析：
一簾菊影當明月，滿逕苔痕襯落花。
一曲琵琶千點淚，半床蝴蝶兩般身。
悄拍香肩呼姊姊，暗將庾語問卿卿。20

詩聯的上句皆為題目，下句則出自作者之筆。詩聯的形式雖是對聯之屬，但其上
下句的意思並無多大關聯，換句話說，詩聯並非圍繞某一主題而作，主要只為完
成一對平仄、對仗合乎格律的對偶詩句。我們可從題目的類別探知，麗澤社自覺
肩負引領南洋詩壇的重任，當時南渡文人中雖不乏作詩高手，此前會賢、會吟、
圖南諸社也曾致力傳播詩教，然至麗澤社時期的詩歌水平仍是良莠不齊，故其
“以詩聯為題”確為南洋文人提供一個鍛煉詩句與交流心得的平台。
至於詩唱，其形式也是詩鐘之屬，麗澤社所出題目皆屬“嵌字格”。所謂
“嵌字格”即是將選定的兩字分別嵌在詩鐘的上下句，以所嵌的位置命名“第幾
唱”。邱菽園從第四期社課（1896 年 11 月 28 日）開始將詩聯改作詩唱，蓋是詩
聯比賽中出現“語涉雷同”的現象，而且涉例者不下三四百之多。邱菽園對此非
常慎重，特於《星報》刊登一則啟事，曰：
韓子有言：
“ 惟古詞必己出”，一則曰“欲語羞雷同”，再則曰“惟陳言
之務去”，文體綦嚴由來尚矣。本社恪遵此例，凡有語涉雷同者，無論全句
零句，雖有佳作均不錄取。如第一期“半榻茶煙颺細風”，第二期“淡雲微
雨杏花天”、“國色天香牡丹”之句是也。21

19

邱菽園云：
“余在詔安沈乙垣家創問桃小舫社，以‘船枕’二字為六唱。楊春波云‘大將入吳船斷鎖，
孤軍出塞枕橫戈’；沈際東云‘隔浦魚歸船扣月，空山木落枕驚秋’；謝錫銘云‘鄉夢終虛船笑客，君
容長晤枕知心’。”（《五百石洞天揮麈》卷十一，頁 252）

20

盧桂舫：
《冠軍混遊子》，詳見《麗澤社第一期謝教錄》，《星報》1896 年 10 月 23 日。

21

詳見《麗澤社贅言》，《星報》1896 年 11 月 27 日。按：
“半榻”句與杜牧《題禪院》“茶煙輕揚落花風”
雷同；
“淡雲”句若與出句“殘月曉風楊柳岸”搭配，即與秦觀《清溪逢故人》“和風楊柳岸，微雨杏
花天”，極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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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撫慰人心，鼓勵繼續創作，邱菽園也給予諒解，認為此或作者諳熟古人詩詞
所致，屬於“熟極而流，無心之失”。為了遏止弊端，改善風氣，邱菽園遂於題
目上作出調整，例如麗澤社課的詩唱範圍涵蓋第一至第七唱，茲略舉佳句如下：
“琴心”第一唱：心經頻念教鸚鵡，琴譜增修到鳳凰。（李汝衍）
“燭奴”第二唱：吟燭金尊銷夜永，桃奴菊婢報春忙。（杜錫齡）
“儂影”第三唱：椅妾影妻空色相，卿憐儂懊忒風流。（謝靜希）
“香夢”第四唱：梅偏有夢甘和靖，棠喜無香媚季倫。（胡伯驤）
“蛾子”第五唱：妾惟工織蛾蠶繭，郎自能權子母錢。（蕭雅堂）
“今瘦”第六唱：江山有恨成今昔，天下何人問瘦肥。（陳伯明）
“楚絲”第七唱：卻憐正則長懷楚，為繡平原一買絲。（李汝衍）22

這些佳句都是按照“每聯題字不拘出句對句，均可互用”23 的規則進行構思，所以
出現“琴心”、“儂影”、“香夢”諸聯嵌字互調的情況。這些獲獎作者主要是較積
極的社員，其姓名屢次出現在詩榜名錄，日久以來則漸漸形成麗澤社中較固定、
較具代表性的社員。
1897 年杪，麗澤社課題目不再出詩聯、詩唱題，改換四書文、試帖、五經、
時務等清代科舉題型，增設駢散文、詩歌創作等題目。此舉或與南洋文社的傳統
風氣有關。檢閱會賢社的十年社課題目，多是四書五經與試帖詩型，以讓南洋子
弟熟悉祖國的教育模式，俾助日後返鄉考取功名；圖南社所擬課題，亦有不少四
書文題。麗澤社以繼承二社使命自居，也有擬訂符合“教化”之旨的社課題目，
而非一味吟詩作對、風花雪月；24 雖然如此，詩歌一直佔據麗澤社課題目的首位，
茲舉邱菽園“續麗澤社丁酉年十一月課榜”啟事一例為證。曰：
此課雜詩佳句頗多，美不勝收，足徵諸君推敲功到，惟閱者命意全在
四書文上分別去取，是故時文能工者置上等，雜作次之。其五名前列中，
惟黃樹勳 25 一卷，詩學極深，俯視一切，爰不拘常格而超拔之，餘者皆以時
文重者也。26

22

邱菽園：
《五百石洞天揮麈》卷十一，頁 252。

23

詳見《麗澤社詩題》，《星報》1896 年 11 月 28 日。

24

按：圖南社最初也不出四書文題，至光緒十七年（1891）十二月始，勉徇諸生之請，每月均出四書文
題。麗澤社或是受此影響而改換社課題目。

25

黃樹勳，廣東新會人，邱菽園《五百石洞天揮麈》錄其《詠史十律》、《老將四律》、《老馬四律》。

26

詳見《續麗澤社丁酉年十一月課榜》，《星報》1898 年 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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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則啟事耐人尋味，詩歌寫得出色而獲“破格超拔”，正是邱菽園對詩歌創作的
鼓勵和讚賞，惟不知當時多少文士能夠體會這等心思。
此外，麗澤社的詩歌題目也是經過一番設計，類型多樣，宜古宜今，既有
對歷史人物事迹的追憶，又有對本土人文風物的關懷，如《星洲竹枝詞》、
《星洲
雜錄》等，確是可喜的現象。不過，那些獲獎作品鮮少在《星報》上發表，直至
邱菽園獨資創辦《天南新報》後，才得以陸續刊載；一些少數優秀作品則載入邱
菽園《五百石洞天揮麈》，流傳於世。此或邱氏擬將詩社作品結集為《麗澤社課
草》27，故暫不刊登過多的得獎作品，惟《麗澤社課草》始終未及刊刻，致使後世
難窺全貌，殊為遺憾。
（三）課榜名錄分析
28
筆者曾經整理一份麗澤社課榜名錄，輯錄所得雖未完整，
但仍足以反映社員

參與情況和詩歌題目的評選準繩。
1. 參與情況
麗澤社課榜名錄共收十二次社課得獎名單，始於 1896 年 10 月，迄 1899 年
2 月止，部份名單還附得獎作品與評語。首三期名單具收錄作品卷數，即第一
期 1896 年 10 月 23 日六百餘卷，第二期 1896 年 10 月 31 日一千一百餘卷，第三
期 1896 年 11 月 28 日一千四百餘卷，平均每次增幅四百份。核閱會賢社 18871891 年的月課得獎名單，每次參加的卷數介於二十一至四十七份；圖南社則於
1892 年始有每次百餘份的佳績。在扣除重複的名號後，麗澤社的實際得獎人數約
六百九十二人，較之會賢社（兩百九十一人）、圖南社（三百九十二人）的總和
猶多，據此即知麗澤社時期的南洋文人數量遠勝前期。
麗澤社課榜名錄中許多都是筆名，此與會賢、圖南課榜名錄的最大不同。有
些筆名如：南洋槎使、隨槎仙吏、福泉海客、南州遊子、乘桴浮海客，都明顯帶
有“作客”的意味，反映當時南渡文人尚未有定居南洋的心態。如果對照會賢、
圖南二社名錄，其中一些文人在麗澤社之前就已僑居南洋。請詳下表：

27

按：1901 年版邱菽園《菽園贅談》目錄的《菽園著書待刊目錄》中，註有《麗澤社課草》。

28

其中原因有二：一是麗澤社未將所有名錄都於報章發佈，一是有些名錄字迹模糊，難以辨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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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曾參與會賢社 / 圖南社的麗澤社成員
會賢社

吳士達、潘百祿、潘渭漁、王攀桂、謝祝軒

圖南社

吳士達、潘百祿、潘渭漁、王攀桂、謝祝軒、周錫麟、劉蔚臣、
林綽洲、陳叔常、莫廷棟、胡舜民

表中的前五位文人自 1887 年就已僑居南洋，周錫麟之後的六位約於 1891 年加入
陣容，成為常駐文人。這個數量固然過少，或因當時文人多用筆名，無法辨識較
多的真實情況，同時也印證南洋文人的社會流動性大、新陳代謝迅速的特點。但
是，這種情況至麗澤社時期則發生一些變動。請詳下表：
表三：麗澤社社課多次獲獎者名單
姓名 / 名號

次數

姓名 / 名號

次數

姓名 / 名號

次數

木公子

18

懺情侍者

9

梅花後身

7

文琴

17

王臺中

9

蘭濱

7

陳芝圃

15

戴弼臣

8

夢覺生

7

寄寄子

15

蕭雅堂

8

南洋槎使

6

侶影道人

14

黃子紀

8

章清馥

6

竹溪小戴

13

杜錫齡

8

陳湘崖

5

陳秉章

12

夢覺生

7

荷天氏

5

陳鏡洲

11

陳山泉

7

易本勳

5

鷺洲詩漁

11

瀟湘館司花尉

7

隨槎仙吏

5

周錫麟

10

福泉海客

7

浣花生

5

陳叔常

10

杏村

7

麗澤社課榜的常勝軍（獲獎五次以上）完全不見於表二所列名單。那些平均
僅獲獎兩三次者，或是較擅長會賢、圖南二社的科舉與社論題型，而拙於麗澤社
的詩歌類題目。因此，表三所列三十二位作者應是較擅長詩聯、詩唱，故可視為
1896-1898 年的南洋詩人群體，他們主要集中於 1897 年 12 月之前的課榜名錄，
1897 年 12 月之後的評選首重科舉題型，次重詩文，所以幾乎看不見他們的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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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陳芝圃、侶影道人（李汝衍）、蕭雅堂、蘭濱四人，在參加社課之餘也經常
在報章發表詩歌作品，共同推動當地的創作風氣。
2. 詩歌類題目評選準繩
麗澤社課榜名錄中，有時還附上邱菽園的評語。雖然絕大部份的評語皆為詩
聯、詩唱作品而寫，但當時文人將詩聯、詩唱作為詩歌創作的一環，邱菽園的評
語不僅傳達社課的評選準繩，同時也透露他對詩歌創作的要求。茲將邱氏評語歸
納為四項，以見其評選準繩。其一，氣息大方。如：
翠微山人“皓眉黃口盡蒼生”
。評曰：
“ 句甚大方，不落纖巧，是以為
佳。”
汗漫仙“高文大雅柏梁臺”。評曰：
“龍行虎步，方家舉止。”
惜惺惺生“艷波晴日桃花源”。評曰：
“筆情灑脫，落落大方。”29

其二，能出新意。如：
陳叔常“靖修何福眷維梅”。評曰：
“將靖字貫此全句，有膽有識，化朽
腐為神奇，如是如是。”
聽雨樓私淑者“香原有種子攻書”。評曰：
“ 此意為是期一千餘卷中所
無。吾嘗聞諸先進曰：惟古於詞必己出，又曰：杜詩韓筆，無一字無來歷。”
陳秉章“恨偏多刺品稱鰣”。評曰：
“新穎之句。”30

邱菽園特別重視這項準繩，如前引《麗澤社贅言》“韓子有言”云云，即是強調
能夠自出新意的審美要求。31 其三，善於鍊字。如：
寄寄子“當筵醉臉欲流霞”。評曰：
“活色生香，流字猶鍊。”
寄寄子“四圍欄檻密匡花”。評曰：
“匡字鍊。”
浦南釣叟“九重城闕黯飛煙”。評曰：
“飛字鍊。”32

29

以上三例皆載《麗澤社第二期謝教錄》，《星報》1896 年 10 月 31 日。

30

以上三例皆載《麗澤社第二期謝教錄》，《星報》1896 年 11 月 28 日、30 日。

31

詳見《麗澤社贅言》，《星報》1896 年 11 月 27 日。

32

以上三例皆載《麗澤社第二期謝教錄》，《星報》1896 年 11 月 28 日、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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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清新自然。如：
倦遊子“綠珠碧玉盡朱顏”。評曰：
“清妥無疵。”
瀟湘館司花尉“迎貓春社鼓聲喧”。評曰：
“無窮出清新。”
午生“眠花春院漏聲遲”。評曰：
“自然幽雅。”33

以上這些評選準繩不僅是傳統詩歌的基本創作技巧，也符合清代性靈派講究清新
典雅、獨抒自意的審美要求，說明邱菽園自覺將性靈派的詩歌理念灌入麗澤社，
影響南洋詩壇的創作風氣。34 惟麗澤社會員絕大部份都沒有詩集傳世，難以具體
斷定性靈派詩歌理念對南洋詩壇帶來潛移默化的影響；然而，相關作者的作品之
所以頻頻入選，肯定與邱菽園的詩歌理念多有契合之處。

三、天南雅集
除了定期詩課，麗澤社在日常生活中的節慶日子也有進行一些雅集活動。麗
澤社社員大多數是僑居文士，經常與邱菽園文酒唱和，相得甚歡。麗澤社初創的
首數年，正是中國詩人南渡的高峰期。邱菽園《揮麈拾遺》云：
“近四五年中（指
1896 至 1901 年），余所識能詩之士流寓星洲者，先後凡數十輩，固南洋荒服歷來
未有之盛也。”35 雖然一百多年過去了，但從一些零星的資料中亦可探知當年的星
洲雅集盛況。如 1896 年 11 月中旬，“酸道人”邱菽園邀約盧桂舫、徐亮銓、李
汝衍、劉建平等共聚太平樓，以“天南豪觴詩”五字分韻。“分韻”是傳統詩人
常見的作詩方式，挑選若干字為韻，各人分拈，依拈得之韻作詩。本次雅集作品
多是渲染紙醉金迷的“花間情韻”與飲酒歡聚的場面，茲舉數例為證：
妙舞笙歌鬧，新妝桃李妍。燈光奪明月，酒氣散飛煙。（盧桂舫）36
連霄頻荷宴壺觴。此會華筵眼更張。
兩列金釵五齣戲，空堂屐舄共徜徉。（李季琛）37
33
34

以上三例皆載《麗澤社第二期謝教錄》，《星報》1896 年 10 月 31 日。
關於邱菽園將性靈詩派理論傳播至南洋的論述，詳見譚勇輝：
《南洋華人詩壇發展史的重要基石：邱
菽園和他的“詩話三部曲”》，《 古 典 文 獻 研 究 》第十七輯下卷，南京：鳳凰出版社，2015，頁162-174。

35

邱菽園：
《揮麈拾遺》卷五，頁 5。

36

詳見《天南豪殤詩》，《星報》1896 年 11 月 13 日。

37

詳見《續錄天南豪殤詩》
，《星報》1896 年 11 月 16 日。李季琛，字汝衍，號侶影道人，福建閩縣人，
候選巡檢。素居臺灣，1895 年臺灣割讓日本後南渡新加坡。嘗為邱菽園《紅樓夢絕句》題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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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龍百尺豪。氣迫斗牛高。歌吹驩留夜，笑譚響沸濤。（劉建平）38

而少部份的作品則引出酒後的人生感懷，如：
羅□袖底暗香含。無那情懷漏轉三。飛絮落華真亦幻，銘心飽德苦
還甘。客中自古難知己，海外從茲播美談。他□□□□□□，□□□□
□□□。（徐季鈞）39

此詩第三句原註曰：
“幼時所眷曰馮詞史者，訪知已嫁，綠葉成陰矣。”可知詩人
想起一段感傷的情事。詩人也對客中雅集、偶遇知己之事深感欣慰，認為足以傳
為一段海外佳話。傳統文士的雅集有時難免會有一些綺靡醉人的場景而被人詬
病，當我們在閱讀這類作品時，必須抱持著一種理解的心態，畢竟酒樓雅集的文
化在中國已經延續千百年之久。
另一次的重要雅集則是在 1896 年 12 月 4 日。此日，邱菽園扶父柩啟程返鄉
安葬，麗澤社同仁齊聚天南第一樓為之賦詩餞行。何漁古《第一樓雅集詩序》生
動記錄了當時的情景，曰：
麗澤主人者，朗月前身，清風可友，甫謀一面，若契三生，近以東渡
有期，平昔吟儔輪流祖餞。十月晦日，主人因為留別之酌，並致謝忱禮□。
適陳司馬來自秣陵，許南宮來自鷺島，他如同社諸君子皆集于天南第一樓，
一時花氣氤氳，蔚為香霧，歌聲嘹亮，響遏行雲，珠履金釵，頗極音容之
盛。樂停，主人索討，命以“雅集天南第一樓詩”八字分韻，漁逢盛會，
何敢藏拙，爰得“雅”字，即席成章。40

參與雅集者尚有李汝衍、徐亮銓、王會儀、李鳴鳳、許南英、陳十梅。本次雅集
帶有餞別性質，其酬唱之作不免出現一些惜別場面和情景，而較值得關注的是，
麗澤社詩人不約而同地將對邱菽園的評價和感謝之情融入詩作之中。如：
炎荒誰復耽風雅。主人結客□儒者。

38

詳見《三續天南豪殤詩》，《星報》1896 年 11 月 17 日。

39

詳見《續錄天南豪殤詩》，《星報》1896 年 11 月 16 日。按：因報紙字迹模糊，故以“□”代替，以下
皆同。徐季鈞，字亮銓，福建閩清人，號古梅鈍根生。《天南新報》主筆。

40

何漁古：
《第一樓雅集詩序》，《星報》1896 年 12 月 14 日。何漁古（1862-1914），名應源，號髪禪、腴
古、漁古等，祖籍廣東南海。一生奔走於檳榔嶼和新加坡之間，曾任職於《星報》、《嶼報》、《檳城新
報》、《叻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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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荒誰復憫寒酸，主人志廣萬千廈。（何漁古）41
客中饒韻事，海外訂知音。
計日交原促，憐才意轉深。
高懸徐穉榻，獨賞蔡邕琴。（徐季鈞）42
余聞主人名起敬，□□好結翰墨緣。倡建騷壇執牛耳，詩開星島風氣
先。登高一呼四山應，濟濟多士投吟箋。侵霄達旦弗辭倦，品題甲乙親丹
鉛。語有驚人輒擊節，獎勵不蘄囊中錢。此特紀其大略耳，窺豹尚未竟其
全。憶昔孟嘗誇結納，座中珠履客三千。主人今夕宴嘉客，顯者隱者兩無
偏。（王會儀）43

這些詩作都稱讚邱菽園惜才下士的情操，第二、第三首還引用“徐穉下陳蕃之
榻”和“孟嘗君招賢納士”的典故，比擬邱菽園之於星洲詩壇的地位。第三首詩
描寫邱菽園主持麗澤社、凝聚流寓文士的情況，麗澤社於 1896 年 10 月 31 日所
刊啟事稱：
“閱者卷卷皆親自丹黃，每至夜漏將殘，東方欲曙，猶復披覽吟哦，尚
未少輟，蓋不知煞費幾許苦心矣。”44 同年 11 月 5 日所刊啟事又稱，課卷“復荷邱
菽園孝廉逐句評閱，悉加點纂，循循善誘之心躍然紙上，且復擇優嘉獎至優極渥，
誠開南洋各島以來前所未有光榮”。45 兩則啟事中所言，即與詩中“侵霄達旦弗辭
倦，品題甲乙親丹鉛。語有驚人輒擊節，獎勵不蘄囊中錢”句，相互印證。王會
儀是麗澤社的社長之一，對邱菽園的辛勞自然有更深刻的體會，故方有此文筆。
面對邱菽園這樣一位善待文士的詩壇領袖，麗澤社詩人無不感戴銘心，並將
他視為難得一遇的知音人。正因如此，雖然邱菽園只是短暫離開南洋，卻能引起
詩人們的依依不捨之情；其中，許南英的抒懷感慨最為深沉，他的詩作或可反映
一般流寓文人的身世之感，曰：
挾刺來投萬里奔。主人先我返邱園。一囊束筍新詩卷，雙袖酬花舊酒痕。
冀北乍欣逢伯樂，汝南翻悵別陳蕃。窮途作客真無賴，多少心胸未敢言。
多少心胸未敢言。星洲何處是龍門。功名扼我終安命，筆墨逢君倍感恩。
別轡忍添遊子淚，靈旗長護大夫魂。明年春草漳江綠，為我呼童一啟軒。46

41

詳見《第一樓雅集詩》，《星報》1896 年 12 月 14 日。

42

詳見《送菽園主人回里詩》，《星報》1896 年 12 月 15 日。

43

詳見《續錄第一樓雅集詩》，《星報》1896 年 12 月 16 日。

44

詳見《麗澤社第二課謝教錄》，《星報》1896 年 10 月 31 日。

45

詳見《麗澤社繼興題目》，《星報》1896 年 11 月 5 日。

46

許南英：
《 送菽園孝廉回海澄分韻得言字》二首，《星報》1896 年 12 月 15 日。許南英（1855-1917）
，
字允伯，號窺園主人、留髪頭陀，臺灣臺南人，光緒十六年（1890）進士，著有《窺園留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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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南英與邱菽園起初並不相識，光緒乙未年（1895）兩人在廈門始謀一面，次年
邱菽園重履星洲，許南英亦接踵而至。許南英第一首詩寫於 1896 年，適從福建
南下投靠親戚，並參加麗澤社，不久邱菽園扶父靈柩返鄉；其詩中四句寫出雅集
酬唱之歡樂，以及將與知音人離別的哀傷，最後兩句則從離別的落寞中襯托出流
落南洋的淒涼與抑鬱。第二首詩承接第一首末句而來，抒發南洋謀生的艱難與無
奈，“筆墨”句略轉欣慰後，又再一次跌入離別的愁緒中，然而，末尾兩句的情
緒又轉向樂觀，想像來日重聚的溫馨場面。可惜的是，邱菽園於 1898 年返回新
加坡後，再也見不到許南英的身影。
以上參與雅集的詩人中，李汝衍、徐亮銓、王會儀、何漁古皆為當地報章主
筆，是當時南洋詩壇中較優秀的詩人。詩人的身份從傳統士大夫轉換為某種職業
人士，既是當時南洋詩壇的一個重要特徵，也符合華人南下謀生的實際情況。麗
澤社通過社課、雅集、徵詩等詩歌活動，逐漸確立了邱菽園在南洋詩壇的盟主地
位，許多文士直接稱其為“麗澤社公”或“麗澤社主人”，“詩人身份”也得與其
他社會領域的人士相提並論，成為十九世紀末星洲工商社會之外的一道異樣風景
線。

結語
邱菽園創辦的麗澤社，憑藉著雄厚的財力及建構南洋詩壇的壯志，將散落各
處的文人凝聚起來，攝召能力不容小覷。雖然麗澤社的命運宛如櫻花般絢爛與短
暫，但詩文雅集的風氣已在南洋流衍開來，餘韻悠然。長住星洲的邱菽園，依然
在他的“五百石洞天”接待來自神州大地的詩人，“時而同窗話雨，時而分樹看
花”，“或舊學商量，或新詩見質，或月旦人物，或風諭性情”，使得流寓南洋的
詩人們能夠排遣落寞的心情，抑或試圖從傳統詩文的唱酬中尋找一種作客異鄉的
歸屬感。或許正是心靈相惜所致，邱菽園深深感受到南洋雅集的難能可貴，還頗
為自信地認為，當時他與詩人們的“一話一言、一觴一詠”將成為後人緬懷追憶
的情景，而這個預想終於在今時獲得了驗證。47

47

此段引文，皆自邱菽園《揮麈拾遺》卷五，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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