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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詞”的跨海傳承：從野村篁園 

看日本江戶時代對清朝詞論的接受 
 

 

陳竺慧 
 

 

論 文 摘 要 
 

江戶時代兩百多年的鎖國政策，使日本文人學者失去留學中國的

機會，因此對中國漢文學最新發展的接受途徑，幾乎只有透過前來長

崎通商的清客或漢籍的輸入。在當時的日本，詞比起詩是極為冷門的

文體，而野村篁園（1775-1843）身為幕府最高學府的昌平坂學問所的

儒者，終身不曾遠離江戶直接與清客接觸，只是單靠書籍接觸便留下

了許多高水平的詞作。不只是質與量，篁園的詞風近乎南宋的雅詞，

綜觀日本填詞史，這是極為特殊的案例。本論文將透過分析篁園的詞

論與詞作，並與同時代文人做比較，探討江戶時代的日本文人對清朝

詞論的接受，從而得知接受途徑如何影響域外文人對文體的定義。 

 

關鍵詞：野村篁園   日本填詞   南宋雅詞   江戶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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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於德川幕府在江戶時代（1603-1868）實施了約兩百多年的鎖國政策，所

有中國船隻只能在長崎入港，日本人也被禁止出國。1  在這樣的政策之下，江戶

時代的文人學者不似過往平安時代（794-1185）的遣唐使，或鎌倉、室町時代

（1185-1392）的入宋、入元僧那樣擁有前往中國留學的機會。如果想要直接與中

國人交流，得到中國本土最新的情報，就唯有到長崎一途。然而隨商船來到日本

又具有足夠文化素養的中國人不多，待在日本的時間也不固定，日本的文人學者

們即便排除萬難到了長崎也可能見不上一面。田能村竹田（1777-1835）的《卜夜

快語》便曾紀錄“山陽在崎，候江芸閣，九十日而不至”。2  山陽是指江戶時代著

名的漢詩人賴山陽（1781-1832），而江芸閣則是當時在日本漢詩人之間聲名遠揚

的清客。江芸閣因為遭遇大風，遲遲未能依期來航，而賴山陽在長崎久等，最終

還是沒能見到江芸閣卻不得不離開。對從事漢文學創作的日本人來說，能與來自

中國的文人直接交流是可遇不可求的珍貴機會，甚至願意為此等上數個月。因

此，江戶時代的中日文化交流，始終是以書籍的輸入為中心，這自然比直接面對

面的交流多了時空的隔閡。 

在這樣的客觀條件限制之下，詞作為一種文體，又因其長短不一的句式與嚴

格的格律要求導致閱讀與創作的困難，因而在日本比起漢詩一直顯得極為冷門。

雖然日本最早的詞作可上溯至平安朝的嵯峨天皇（786-842）受唐張志和的影響所

寫下的《漁歌子》五首 3  ，此後雖有文人嘗試創作，但直到江戶時代前期，作品

多還停留在試作階段，格律多有謬誤，數量也不多。這種情形到了十八世紀中

期，隨著日本漢學的純熟鼎盛而漸漸產生改變，對詞的關心達到一個高峰。野村

篁園（1775-1843）便是這個時期的代表性作者，留下了一百六十六首詞作，不論

在質或量上都超乎同時代的水平，因此被盛讚為“江戶時代最大的填詞作家”。4 

野村篁園，名直溫，字君玉，通稱兵藏，篁園是他其中一個號。篁園是德川

幕府的最高學府昌平坂學問所（以下簡稱為昌平黌）的“儒者”（約等同於現代的

 

1  江戶時代約為中國明神宗至清穆宗時期。寬永十二年（1635）的第三次鎖國令中明令中國、荷蘭等外

國船隻只能入港長崎，並且全面禁止日本人出國與歸國。 
2  [日]關儀一郎：《日本儒林叢書》第 1 卷，東京：東洋圖書刊行會，1927，頁 3。 
3  [日]神田喜一郎：《神田喜一郎全集》第 6 卷，《日本における中国文学 I 》，京都：同朋舍，1985，頁

15-20。 
4  [日]神田喜一郎：《神田喜一郎全集》第 6 卷，頁 248。原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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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教授），門下弟子眾多。篁園現存的詩詞、駢賦等作品均收錄在由他的弟子

所整理的手抄本《篁園全集》（現藏於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之中，未曾

刊行。5  加上篁園作為官儒，極少參與當時民間職業詩人所主導的文壇，留下的

紀錄不多，導致歿後在日本很長的一段時間不曾受到重視。直到神田喜一郎《日

本填詞史話》6  一書，才重新挖掘出這位被遺忘的詞人。但在此後，學界雖偶有

篁園詩文或生平傳記的論述，卻再無篁園填詞方面的研究文章。 

 

圖一：《篁園全集》中所收錄詞集《秋篷笛譜》首頁 

篁園詞的最大特色，是南宋雅詞的風格。夏承燾《域外詞選》中評篁園詞為

“以姜白石（姜夔）、史梅溪（史達祖）刻劃之筆，寫江鄉（江戶）風味，令人有蒓

鱸之想”，“詠物之作，細膩不減史達祖、吳文英”。7  夏氏皆以南宋雅詞派詞人

相比。為何在當時日本的環境背景之中，篁園會創作出南宋雅詞詞風的作品，而

不是更早數百年就傳入日本的《花間集》或《草堂詩餘》中的主流詞風呢？綜觀

日本填詞史，這是極為特殊的一點。本論文將透過分析篁園詞論與詞作的傾向，

並與同時代文人做比較，探討日本鎖國時代的文人對清朝詞論接受之差異因素。 

 

 

一、篁園所追求的理想詞境 
 

野村篁園曾為其門人日下部夢香（？-1863，號查軒）的詞集作序說： 

 
5  此本一共二十卷，外加三卷目錄。前半是由篁園親自編定的詩集《靜宜慚藁》卷一至四、集唐詩《採

花集》卷五，以及詞集《秋篷笛譜》卷六至七。卷八以降是門人石川澹所編，包含各類詩體、遊記、

序跋文、墓誌銘以及文賦、駢賦等。其他雖有零星寫本，但多為單純詩集，且不及此本完整。 
6  [日]神田喜一郎著，程郁綴、高野雪譯：《日本填詞史話》，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7  夏承燾選校，張珍懐、胡樹淼註釋：《域外詞選》，北京：書目文献出版社，1981，頁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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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詞一道，蓋楚騷之變格，而漢賦之遺聲也。唐闢厥源，宋隆其軌，

大約假綺羅而寓興，緣鞶帨以攄懷。比之長卿之拂袖掛釵，子建之獻璫解

珮，雖有裨于諷喻也，得無近於淫哇乎！是以茂先偏多兒女之情，貽譏一

世；同叔不作婦人之語，擅譽千秋矣。吾友查軒，讀史研經，劬勤弗倦；

偷聲剪字，嗜好尤敦。拈兔管而分題，劈魚箋而索句。其託旨也，似淡殊

深：其摛詞也，雖妍不褻。笑草堂之多陋習，憾蘭畹之少佳篇；追逸格於

碧山，繼遐蹤於白石。摹山範水，寫出奇胸；縫月裁雲，揮來妙腕。況義

能歸於小雅，而音亦協夫大晟，真樂府之英才，洵詞場之哲匠。若西園賦

客，徒長價於芙蓉；南國文人，僅標名於芍藥耶！8 

篁園強調詞如楚辭漢賦，應以諷喻或抒發胸懷為主，絕不能沉淪為豔詞。又批評

《草堂詩餘》之中陋習太多，《蘭畹集》之中佳作太少。《草堂詩餘》為南宋編成的

詞選，長期在市坊歌樓中流傳，版本眾多，選詞玉石混淆，編排以實用為主，對

原作品多所改竄，缺漏亦多，但流傳至廣，故稱陋習。而《蘭畹集》乃收錄唐末

宋初的詞集，已佚，書中有杜牧、毛熙震等詞家作品，其婉約側豔，可想而知，

故篁園認為它少佳篇。篁園又提到碧山（王沂孫）與白石（姜夔）兩位詞人，說

要“追逸格”、“繼遐蹤”，很明顯是將這兩位南宋雅詞派的詞人奉為圭臬的口

吻。最後在讚美夢香的詞作時說“義歸小雅，音協大晟”，這都在在表示篁園深

受南宋雅詞派“詞欲雅而正”9 價值觀的影響。 

另外，篁園又在日下部夢香詞集的小引中說： 

查軒主人，寄情墳素，最嗜倚聲。頃以所著夢香詞一卷見示。受而讀

之，辭旨頗工，即未臻閫奧，亦自有獨得。過此以往，日就月將，行見其

軼周凌柳，揖姜、張於一堂矣。10 

文中所提到的“軼周凌柳，揖姜、張於一堂”，周邦彥與柳永都是北宋大家，精

通樂律，對詞體的成熟與發展影響深遠。姜夔與張炎則是南宋大家，也是精通樂

律，姜夔留下了附有樂譜的《白石道人歌曲》，張炎更是留下了南宋兩大詞論之

一的《詞源》，是雅詞定義並理論化的關鍵人物之一。“軼”與“凌”皆為超越之

意，篁園期許夢香繼續努力，有朝一日或能超越周邦彥與柳永，融會貫通姜夔與

張炎而集大成。雖然是送給自己門人的祝辭，但這也表示在篁園心中，姜夔與張

 
8   [日]野村篁園：《篁園全集》卷十七，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所藏稿本，葉八。以下所引篁園作

品，除非特別標註，否則皆根據此抄本。 
9  [宋]張炎：《詞源》，《詞話叢編》第 1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266。 
10 [日]日下部夢香：《夢香詞》，天保十年（1839）刊本，日本國文學研究資料館所藏，頁 4。 



“雅詞”的跨海傳承：從野村篁園看日本江戶時代對清朝詞論的接受 

79 

炎的地位超越周邦彥與柳永。顯然，對篁園來說，填詞的最高境界是像姜夔、張

炎以及王沂孫等南宋雅詞派詞人那樣的詞風。 

南宋雅詞在明代衰微不顯，甚少被時人所注目。雅詞再次成為詞壇的中心，

則要等到清初以朱彝尊（1629-1709）為代表的浙西詞派的詞人們登場之後。朱彝

尊《詞綜·發凡》說： 

世人言詞，必稱北宋。然詞至南宋始極其工，至宋季而始極其變。姜堯

章氏最為傑出。……獨《草堂詩餘》所收最下最傳，三百年來學者守為《兔

園冊》，無惑詞之不振也。……填詞最雅，無過石帚，《草堂詩餘》不登其隻

字，見胡浩（然）《立春》、《吉席》之作，蜜殊《詠桂》之章，亟收卷中，可

謂無目者也。11 

在《詞綜》之前，填詞是以北宋為宗。朱彝尊為了一掃明詞淺俗浮豔的弊害，主

張要宗南宋，並推舉姜夔為典範，而當時流傳最廣的通俗詞集《草堂詩餘》便成

了抨擊的目標。與朱彝尊一同編纂《詞綜》的汪森（1653-1726）也在序中說： 

鄱陽姜夔出，句琢字鍊，歸於醇雅。於是史達祖、高觀國羽翼之，張

輯、吳文英師之於前，趙以夫、蔣捷、周密、陳允衡、王沂孫、張炎、張

翥效之於後，譬之於樂，舞《箾》至於九變，而詞之能事畢矣。世之論詞

者，惟《草堂》是規，白石、梅溪諸家，或未窺其集，輒高自矜詡。12 

這同樣是以姜夔為典範，要求詞要“醇雅”，尊崇的南宋詞人名單也與篁園所言

重合，批評《草堂詩餘》的態度也相同。朱彝尊又曾在《陳緯雲〈紅鹽詞〉序》中

說：“善言詞者，假閨房兒女之言，通之於離騷、變雅之義。”13 這與前文中篁園

提及“填詞一道，蓋楚騷之變格，而漢賦之遺聲”的意思同出一脈。另外，朱彝

尊亦曾在《解佩令·自題詞集》中說，“不師秦七，不師黃九，倚新聲、玉田差

近”14  。可知朱彝尊作詞不是以北宋的秦觀、黃庭堅，而是以南宋的張炎為師，

篁園尊姜、張的態度，以及對《草堂詩餘》的批評，都使人再三想起以上朱彝尊

等清初浙西詞派的雅詞主張。 

 

 

 
11 [清]朱彝尊、汪森編：《詞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頁 10-14。 
12 [清]朱彝尊、汪森編：《詞綜》，頁 1。 
13 [清]朱彝尊：《曝書亭集》卷四十，臺北：世界書局，1964，頁 487。 
14 [清]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二十五，頁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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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篁園的詞看浙西詞派的影響 

 

綜上所述，可知篁園對填詞一道的看法或受浙西詞派影響，本節將透過四個

面向來探討篁園詞作學習浙西詞派的痕迹。 

 

（一）詞牌 

倚聲填詞對於音樂文學的詞來說，詞牌的選擇至關緊要，這關係到作者想要

表現的藝術效果。篁園所作的一百六十六首詞之中，涵蓋小令到長調，不計別名

共使用了一百零三種不同的詞牌，可說是種類繁多，他對填詞之熱心可見一斑。

其中又特別值得留意的是篁園填了許多南宋雅詞派詞人所創之調，如下所示： 

1、填姜夔所創之詞牌 

  《琵琶仙·聽清川道人彈琵琶》 

  《石湖仙·夏日遊筱池》 

  《惜紅衣》 

  《秋宵吟》 

  《疏影·詠寒柳》 

             《疏影·梅影》 

          《疏影·為吉田生題柳陰晚歸圖》 

  《綠意·種竹》 

2、填史達祖所創之詞牌 

  《雙雙燕·本意》 

3、填吳文英所創之詞牌 

  《西子妝慢·荷花》 

  《惜秋華·牽牛花》 

4、填楊纘所創之詞牌 

  《被花惱·水仙》 

5、填張炎所創之詞牌 

  《梅子黃時雨·蠶豆》 

南宋雅詞派詞人大多精通音律，能自度曲調的作者所在多有。然而這些曲子

通常只在作者本人或周圍有交友關係的文人、士大夫之間流傳，交由家妓歌唱，

在民間傳唱者並不多。除了《疏影》或《雙雙燕》之類的著名詞牌之外，入元後

就鮮少用例，直到明末清初才又重見天日。譬如姜夔的自度曲《琵琶仙》便是如



“雅詞”的跨海傳承：從野村篁園看日本江戶時代對清朝詞論的接受 

81 

此，在十四到十六世紀之間並無留下用例，在姜夔自己的作品之後，重見的用例

要等到十七世紀，中間有三百多年的空白。清初的龔鼎孳（1616-1673）、陳維崧

（1626-1682）、屈大均（1630-1696）、李良年（1635-1694）、李符（1639-1689）、

納蘭性德（1655-1685）、厲鶚（1692-1752）等人，都曾填過《琵琶仙》，隨著時

代越晚用例就越多，一直到近現代都十分熱門。15  不論在當時的中國還是日本，

這些自度曲的音樂恐怕都早已失傳。篁園與清代的詞人，特別是浙西詞派的李良

年、李符、厲鶚等詞人會使用《琵琶仙》這樣曾經用例稀少的冷門詞牌，當然不

會只是因為詞牌的樣式，或是為了實際演唱，而是因為南宋的雅詞在明末清初以

降重新得到了注目與評價。清末謝章鋌（1820-1903）曾在《賭棋山莊詞話續編》

卷三提到：“至朱竹垞以姜、史為的，自李武曾以逮厲樊榭，群然和之，當其時

亦無人不南宋。”16 可知浙西詞派在當時產生長久又深廣的影響。 

 

（二）題材 

篁園的詞作中約有過半數是詠物詞。南宋雅詞詞派原本就多詠物詞，浙西詞

派對此又更進一步發展，盛行詠物唱和。誠如朱彝尊就曾經攜南宋的詠物詞集

《樂府補題》進京與諸家唱和，改變詞壇走向，更有專門收錄詠物詞的《茶煙閣體

物集》傳世。 

隨著時代的遷移，詠物的題材逐漸細化又推陳出新。以下將篁園所使用的詠

物詞題材依照出現在詩（詞）題的時代大致分類： 

1、唐以前：桂花、菊花、梅花、荷花、海棠、薔薇、芍藥、梔花、牡丹、梨花、

木蘭、白牡丹、蓼花、蘆花、藤花、雁、子規、杜鵑、燕、秋蝶、螢、蟋蟀、

枇杷、柑、筍、蟹、古刀、石。 

2、宋：茉莉、瑞香、水仙花、櫻花、綠陰、繡毬花、牽牛花、秋花、蠟梅、紅

梅、          玉蘭、夾竹桃、巖桂、梅影、素馨花、沙噀、銀魚、蠶豆、棕魚。 

3、元：睡蝶、繡鞋。 

4、明：秋海棠、寒柳。 

5、清：西瓜燈。 

6、其他：福壽草、櫻草、卯花、鰹魚、水笙。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疏影·詠寒柳》這一首詞。全文如下： 

 
15  本論文除使用搜韻（https://sou-yun.com/）、中國基本古籍庫檢索外，另參閱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全清詞編纂研究室編《全清詞·順康卷》（北京：中華書局，2002）、張宏生主編《全淸詞·順康卷補

編》（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之目次。 
16 [清]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續編》，《詞話叢編》第 4 冊，頁 3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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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亭幾樹。記鶯梭織出，千尺金鏤。灞岸霜沾，楚塞風乾，角聲吹斷離

緒。畫橋陰薄斜陽冷，遮不得、半行青紵。歎謝孃、老卻眉痕，怎似當年嬌

嫵。     悵望揚州城郭，暮愁總溼透，鴉背微雨。裊裊柔魂，一去難招，夢

裏流光迅羽。有情還被無情惱，休重擬、漢南詞句。獨愛他、雪岸鸕鷀，

伴汝白描成譜。17 

此一寒柳題材登上詞題，乃以明末清初的著名女詞人柳如是（1618-1664）的《金

明池·詠寒柳》一詞為開端，此詞收錄在清王昶（1724-1806）所編的《國朝詞

綜》之中。王昶也是浙西詞派的人物，繼承了朱彝尊的詞學理念，學習姜、張，

並模仿《詞綜》的體例編輯這部詞選。此書中除柳如是之作外，另有收錄約十首

以寒柳為詞題的作品，可見寒柳是在清代作為詠物詞的對象而成立的。日本國立

公文書館內閣文庫現藏有昌平坂學問所舊藏的清嘉慶七年（1802）刊本的《國朝

詞綜》，篁園很有可能是受此書影響才選了寒柳這個題材來填詞。 

此外，篁園有一首《惜秋華·牽牛花》是以吳文英的自度曲《惜秋華》來詠

牽牛花的作品。其原文如下： 

鈿朵勻圓，盼銀河染出，嫩青將滴。點綴牆陰，渾疑七襄新織。涼天

宿露淋漓，擎玉盞、輕涵斜月。清寂，伴閑階暗蟋，疏籬幽蝶。    小院曉

燈白。想殘粧未理，帶星爭摘。宛似雨過雲破，秘瓷顏色。柔梢恐不禁

秋，故要添、一枝瀟碧。奇絕。又何輸、滕家水墨。18 

這首詞的遣詞用字十分清麗雅緻，確實是南宋雅詞格調。清初曹貞吉（1634-

1698）以及被稱為浙西六家的詞人之中，李良年、李符、沈岸登（1650- ？）、沈皡

日（1637-1703）、龔翔麟（1658-1733）都各有一首《惜秋華·牽牛花》。《惜秋

華》並不是一個特別熱門的詞牌，前述有同題作品的詞人們都是以南宋詞為宗。

雖然在篁園詞集中不曾直接提起任何清朝文人的名字，但是這首詞之選題選材卻

明顯受到浙西詞派這幾位詞人的影響。 

 

（三）用詞 

篁園的門人淺野梅堂（1816-1880）在筆記中說：“篁園野村老師曾云：‘詩的

格調要從唐學當然不在話下，但要大量採摭材料，還是要多讀清人的集子，從中

 
17 [日]野村篁園：《篁園全集》卷七，葉十六。 
18 [日]野村篁園：《篁園全集》卷六，葉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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鈔出儁語來斡旋。’”19 可見，篁園認為要藉由吸收清人的儁語來達到理想的唐詩

格調。關於詩要學唐，篁園《晚翠堂唫藁序》說： 

一世之詩，根於三唐。雖品製各異，臭味略同，是所謂百卉豐縟之日

也。……近日詩教壞爛，畫陸塑楊，纖佻蹇澀，競以成風。譬猶秦箏羌

管，迭奏新聲，雖取媚於俗耳，不足以格鬼神矣。20 

從這段話可以看出他對文藝創作的態度，始終是厭惡膚淺媚俗的表現風格。在篁

園當時，日本的在野詩人之間，特別是山本北山（1752-1812）、大窪詩佛（1767-

1837）、菊池五山（1769-1849）等人皆主張性靈說，以公安派為創作的理想對

象，以陸游與楊萬里等人的宋詩為典範，風靡一時，而這在身為官儒的篁園看來

則是“詩教壞爛”的傾向。 

清初反對性靈說的格調派領頭人物沈德潛（1673-1769）在其《唐詩別裁集

序》說： 

夫編詩者之責，能去鄭存雅；而誤用之者，轉使人去雅而羣趨乎鄭。

則分別去取之間，顧不重乎！尚安用意見自私求新，好異于一時以自誤而

誤人也。……大約去淫濫以歸雅正，于古人所云微而婉，和而莊者，庶幾

一合焉。21 

格調派重視詩教，尊崇唐詩，追求“雅正”等主張，都很符合篁園身為官儒的價

值觀，他對詩的審美標準與主張，可能就是受到沈德潛格調說的影響。篁園在描

述自己生涯的自傳詩《歲暮抒懷》中，有一段這樣的介紹： 

十八新結社，吃吃耽詩律。不沿宋藩籬，欲闖唐閫闑。險語石楂枒，

麗詞珠瑩潔。丹山鳳堪擒，碧海黥可掣。22 

這是說他在作詩時不想追隨當時流行的宋詩，而是追求“險語麗詞”，擬想達到

唐詩的境界。而險語麗詞就如篁園門人所紀錄的，要從清人的集子裏吸收儁語。 

以上雖然是指篁園作詩的方法，但其於作詞原則想必也是一樣，一邊吸收清

 
19 筆者譯。原日文為“篁園野村先生ノコトニ、詩ノ格調ハ唐ヲ学ブコト無論ナル。材ヲヲヲク採摭ス

ルハ、清人ノ集ヲ読テ儁語ヲ鈔出シテ斡旋スベシ、ト云ル。”（[日]淺野梅堂：《親朋字號》，慶應

大學圖書館所藏稿本，葉十五） 
20 [日]野村篁園：《篁園全集》卷十六，葉十七。 
21 [清]沈德潛：《唐詩別裁集》，北京：中華書局，1975，頁 1。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收有《重訂

唐詩別裁集》（清康熙五十六年教忠堂刊本）為昌平坂學問所舊藏。 
22 [日]野村篁園：《篁園全集》卷三，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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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長處，一邊朝著理想的南宋詞境邁進。篁園的詞集中恰好有一個學習清人文

學表現的例子，以下是《百字令·危峯石為阿晴嶠賦》的原文： 

媧皇底意，向塵寰拋擲補天殘塊。碧壤沈薶經幾劫，染出一堆螺髻。

潤質凝雲，皴紋疊浪，造化鍾幽美。朝揩暮拭，劇於十五孃子。    還笑震

澤奇形，仇池怪狀，何足論軒輊。試洗淘泓涵倒影，宛似危峰將墜。注水

泉飛，焚香霧漲，清供諧幽思。日餐蛾綠，滌來塵土腸胃。東坡仇池石

詩，秀色如蛾綠。23 

在書房放上一顆奇石把玩，乃是“文人趣味”之一，也是所謂的“清供”。宋代

孔傳《雲林石譜序》中曾說：“雖一拳之多，而能蘊千巖之秀，大可列於園館，

小或置於几案。”24  而江戶時代的文人也不例外，篁園一邊寫石之美，一邊將自

己手中這一顆石頭與知名的太湖石、仇池石等奇石做比較，並在最後表示是用了

蘇東坡的仇池石詩作為典故。東坡《僕所藏仇池石，希代之寶也。王晉卿以小詩

借觀，意在於奪。僕不敢不借，然以此詩先之》一詩開頭兩句，正是“海石來珠

宮，秀色如蛾綠”25  ，蛾綠本指女性畫眉時所使用的顏料，在詩詞中多借指女性

的眉毛。首個在詩中將蛾綠用來形容石頭的便是蘇東坡此詩，但也只拿來形容顏

色。篁園詞中“日餐蛾綠”的用法，與清王士禛《米海嶽研山歌為朱竹垞翰林

賦》一詩的“翰林好事過顛米，日餐蛾綠忘饑劬”，直接將蛾綠借代為蛾綠色的

石頭。王士禛一邊以東坡詩“秀色如蛾綠”為原典，一邊用晉代陸機《日出東南

隅行》的“鮮膚一何潤，秀色若可餐”26  ，表現石頭之美彷彿可餐，甚而能忘

飢。王士禛此詩收在朱彝尊的《曝書亭集》卷十三。27 當時王士禛拜訪朱彝尊，朱

彝尊將米芾曾經珍藏過的南唐後主的研山拿給王士禛看，王士禛感動不已，寫下

此詩。考慮本詞所詠的主題以及在篁園所任教的昌平黌書庫中也有收藏《曝書亭

集》，並能任意借閱，即便他沒有在集中提到王士禛的詩，他讀過這首詩並受此

影響的可能性極高，也證明了篁園實際從清人集中取材的寫作方法。 

 

（四）集句 

若要確認篁園實際使用了哪些清代的書籍，還可以從集句切入探討。篁園集

中共有十一首集句詞，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首《漁家傲·秋怨》用了兩句明

 
23 [日]野村篁園：《篁園全集》卷六，葉三。 
24 [宋]杜綰：《雲林石譜·原序》，《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4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 1。 
25 [宋]蘇軾：《東坡全集》卷二十一，《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07 冊，頁 5。 
26 [晉]陸機、金濤聲點校：《陸機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 68。 
27 其他還有收錄在王士禛《帶經堂集》、《漁洋山人精華錄》等，這些典籍也收藏在昌平坂學問所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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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句子。原詞如下： 

漠漠輕寒籠竹院（張倩）。六銖衣薄停紈扇（莫璠）。金粉小屏猶半掩

（顧瓊）。君不見（歐陽修）。玉纖慵整銀箏雁（秦觀）。    十二曲欄閑倚

遍（賀鑄）。萬重雲水江南遠（趙師俠）。目力未窮腸已斷（嚴仁）。紅日晚

（晏殊）。誰家蘆管吹秋怨（晏幾道）。28  

其中的“漠漠輕寒籠竹院”（張倩）29 與“六銖衣薄停紈扇”（莫璠）30 兩句乃是

明人的詞。張倩倩（1594-1627）是晚明女詞人，莫璠（生卒年不詳）是明代隱居

於西湖的詞人。這兩位詞人現存的作品都不多，以別集的形式流傳到日本的可能

性也不高。這兩句的原詞都有收錄在《歷代詩餘》與《明詞綜》之中，而日本國

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現在都藏有昌平坂學問所的舊藏本。篁園的門人淺野梅堂在

《寒檠璅綴》中曾提過：“詩餘有《歷代詩餘》、《昭代詞選》、朱竹垞《詞綜》、萬

紅友《詞律》等，可作為填詞的依據。”31  想必篁園也一定使用過淺野梅堂所提

的這四部書來作為填詞的依據。篁園的另一位門人友野霞舟（1791-1849）是日本

最大的漢詩總集《煕朝詩薈》的編者，其於該書序文中說，“又倣《明詩綜》、

《湖海詩傳》例”32  ，可知他是參照此二書的體例方法編選日本漢詩。《明詩綜》

是朱彝尊所編，《湖海詩傳》是王昶所編。兩人都是浙西詞派的人物。由此可

見，不只是篁園，其門人弟子也都透過這些浙西詞派的學者文人所編選的書籍，

關注著中國文壇的動向。 

一七六四年的朝鮮通信史趙曮（1719-1777）曾在《海槎日記》中提過：“蓋聞

長崎島通船之後，中國文籍多有流入者。其中有志者，漸趨文翰，比戊辰

（1748）酬唱頗勝云。”33  這就是最好的旁證了。短短十六年間，藉由書籍的輸

入，日本漢文學產生了飛躍性的成長。實際上，日本填詞史也是在十八世紀以降

才有較大的進展。 

 

 
28 [日]野村篁園：《篁園全集》卷七，葉十四。 
29 [明]張倩倩：《蝶戀花·丙寅寒夜與宛君話君庸作》，《御選歷代詩餘》卷四十，《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491冊，頁 35。原詞首句作“漠漠輕陰籠竹院”，與篁園詞不同，作者姓名也缺了一個字，疑是篁園

門人傳抄筆誤。 
30 [明]莫璠：《蝶戀花·麯院荷風》，《御選歷代詩餘》卷四十，《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491 冊，頁 30。 
31  筆者譯。原日文為“詩餘ニハ歴代詩餘·昭代詞選·朱竹垞ノ詞綜·萬紅友詞律ナト填詞ノ便ニナル

者ナリ”。[日]淺野梅堂：《寒檠璅綴》卷三，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所藏稿本，葉二五。 
32 [日]友野霞舟：《錦天山房詩話》，[日]池田四郎次郎編：《日本詩話叢書》第 8 卷，東京：文會堂書

店，1921，頁 307。 
33 收入朝鮮古書刊行會編：《朝鮮群書大系》續々第 6 輯，京城：朝鮮古書刊行会，1914，頁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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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同時代日本文人的比較 

 

江戶時代的日本文人有詞作流傳到現代的約四十三人，大略可以分成前、

中、後三期。34  江戶以前的日本詞作多是一些《漁歌子》、《憶江南》等，接近七

言絕句形式的詞牌，被當成是雜言樂府詩。江戶前期，開始有一些使用《更漏

子》、《江城子》甚至《滿庭芳》這類較長的詞牌之作。但這個時期可說是只憑著

一部《花間集》、一部《草堂詩餘》就挑戰填詞的狀態，在沒有堪用的詞譜的情況

下，詞作往往不合格律。而唯一的例外乃是受到明人東皋新越（1639-1696）直接

指點的德川光圀（1628-1701），其詞作的文學表現成熟度，單看格律是沒有太大

的問題的。 

到了十七、十八世紀之交的江戶中期，當時明代的白話小說如《水滸傳》與

“三言二拍”等書籍在日本流傳開來，日本文人學習詞作主要是為了閱讀那些穿

插在小說戲曲之中的詞，因此留下的詞作並不多，但普遍已經知道詞與近體詩或

樂府的差異，也較少發生缺字失律等問題。現存清查培繼所編的《詞學全書》輸

入日本的最早紀錄是一六九四年，便是這個江戶中期。此後《詞學全書》又舶來

好幾次，成了日本最通行的填詞參考書。35 

到了篁園所活躍的江戶後期，詞更加受到日本文人的注目。作者人數增加，

作品水平也明顯提昇。但即便屬於同個時代，文人對詞的認識卻是大相逕庭。相

較於篁園及其門人如友野霞舟或日下部夢香等人專以書籍為依歸，不曾與清人有

作詞唱和的接受方式，此與那些直接接觸清人的日本文人對詞的定位明顯不同。

以下列舉兩位與來航清客有所交流的日本文人為例進行討論。 

 

（一）吉村迂齋 

吉村迂齋（1749-1805），名正隆，字士興，通稱久右衛門，又號紫溟，長崎

人。其與渡來的清人交遊頗多，存詞二十首之中有三首是寄清人的。分別是《長

相思·寄清人黃定甫》、《青玉案·寄姑蘇黃文虎》、《醉春風·寄西湖姚中一》，

其他詩文與書信中也有不少與清人唱和或議論的內容。迂齋的詩文廣為時人所

知，其中《長相思·寄清人黃定甫》一首全文如下： 

 
34 個別詳細的詞人列舉與說明，參考[日]神田喜一郎《日本填詞史話》。 
35  關於《詞學全書》輸入日本的年代（1694），為筆者參考[日]大庭修《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

の研究》（吹田：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1967）的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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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盈盈。思盈盈。人在仙樓遙寄情。唯聞龍笛聲。  秋雲清。秋山

清。對此江天夜月明。為君夢不成。36 

小畑行簡（1794-1875）在《詩山堂詩話》卷一之中對迂齋的詞評論說：“清趣悠

遠，品調特隆。蓋填詞之盛，昉于迂齋翁。”37  可知當時的日本人認為填詞的流

行是從吉村迂齋開始的，神田喜一郎則說迂齋當是填詞的長崎派首領。38 

迂齋的詞多為小令，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與清人的唱和詞之外，還有祝壽詞、

賀婚詞與弔詞，而這些詞作都是在篁園的詞集中不存在的種類。相反的，在篁園

的詞集中佔了極大比例的詠物詞，迂齋則一首都沒有留下。他的二十首詞中，詞

題沒有提到其他人物的只有九首，可見對迂齋來說填詞的社交意義佔了很大的比

重，在他的詞中感覺不到如同篁園一般強烈的文學主張。比起身為幕臣的篁園，

在野的迂齋平常來往的清客都是商人之流，即便當時清朝的詞壇正是浙西詞派與

常州詞派的議論最為鼎盛的時期，吉村迂齋對詞的認識仍然停留在坊間流傳較廣

的《草堂詩餘》之類的詞集中。 

 

（二）田能村竹田 

田能村竹田，名孝憲，字君彝，通稱竹藏，別號紅荳詞人。豐後（今大分

縣）人。竹田曾經數次遠遊長崎，從清人以及長崎派的畫家學習中國繪畫的技

法，是日本知名文人畫家，更是日本第一部專門的填詞書籍《填詞圖譜》（成書於

1805 年）的撰寫者。另外著有詞集《清麗集》、《秋聲館集》、《竹田布衣詞》，可說

是與篁園同為江戶時代在填詞一道的雙璧。竹田的詞集中附有清人朱柳橋與江芸

閣兩人的評語，也有詩文唱和，交情頗深。 

田能村竹田對詞的認識與主張，可從《填詞圖譜》中的《填詞國字總論》得

窺一斑： 

昇平二百年，自經學文章至稗官小說，無不盡備，獨填詞寥寥無聞，

於風流一途，宛如紅袖美人之無翠眉。蓋其緣故有三：一是句有長短，二

是用韻平仄，三是真正愛好風流的人少。余竊傷心惋惜此事，編此書以待

四方風流人物，綺言麗語，寧為犁舌獄的罪人，願作雪月風花之忠臣。39 

由此可知他對詞的定義是“風流”、“雪月風花”、“綺言麗語”，是要下拔舌地

 
36 [日]吉村榮吉編：《吉村迂齋詩文集》，豊中：マリンフード株式會社社史刊行會，1972，頁 15。 
37 [日]小畑行簡：《詩山堂詩話》，《日本詩話叢書》第 3 卷，頁 479。 
38 [日]神田喜一郎：《神田喜一郎全集》第 6 卷，頁 491。 
39 筆者譯，原日文。[日]田能村竹田：《田能村竹田全集》，東京：國書刊行會，1916，頁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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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的遊戲文字。竹田又說：“詞第一宗，乃貴清輕而悽惋豔麗。”40 這與篁園所追

求的“雅正”是有很明顯的差距。實際上，他的詞風也較為接近北宋秦觀的傳統

婉約詞派。 

竹田的詞集不像迂齋幾乎只有小令，而是小令、中調、長調作品都有。其中

有祝壽詞，也有詠物詞，更有許多題畫詞，詞作題材較迂齋來得更廣泛，可想而

知他對填詞用力之深。他在《填詞圖譜》也曾提過他得到萬樹的《詞律》並以此

書為填詞標準，可見竹田並不是完全沒有接觸清代詞籍的機會，但竹田卻似乎完

全對姜夔、張炎等，在清代重新獲得關注的幾位南宋雅詞派詞人毫無關心。竹田

《填詞圖譜》中對詞的歷史的說明如下： 

詞以李白《憶秦娥》、《菩薩蠻》二闋為鼻祖，白樂天（白居易）、温庭

筠、五代韋莊、歐陽炯等，諸子皆佳；南唐李後主（李煜）冠絶古今，然

此時多為小令。至宋，宗廟朝廷也用詞，建大晟府為雅樂之寮，以周美成

（周邦彥）、柳耆卿（柳永）為待詔，日月製新曲；蘇東坡（蘇軾）、秦少游

（秦觀）、黃山谷（黃庭堅）、陸放翁（陸游），閨秀詞人之中亦有李清照、

朱淑真之類，妙手難数，詞至此而隆。元明稍衰，雖然元有元好問、趙子

昂（趙孟頫），明有楊升庵（楊慎）、王元美（王世貞）、文徵明、陳眉公

（陳繼儒）、李笠翁（李漁）；及至清朝則有吳梅村（吳偉業）、毛奇齡、朱

彝尊、王漁洋（王士禛），諸豪傑出。41 

在梳理歷代著名詞人的過程中，竹田一路列舉從唐代到清初的作者，南宋卻只提

及陸游、李清照和朱淑貞三人，雅詞派更是未及一人。然而，竹田卻令人意外地

將浙西詞派的領袖人物朱彝尊推舉為清初的傑出詞人。據此推論，竹田沒有意識

到朱彝尊所帶領的浙西詞派的存在，他可能心喜的是朱彝尊早期接近柳永、黃庭

堅詞風的作品。前文曾述及，竹田在世時的中國詞壇正是浙西詞派與常州詞派對

抗的時代，然而不論是迂齋或竹田，他們似乎連浙西詞派的存在都還不知道，更

別說是常州詞派。 

與此相反，野村篁園及其門人友野霞舟、日下部夢香等人，都有多作詠物詞

的傾向，詞集中詠物詞的比率超過一半，也有次韻南宋雅詞派詞人的作品，受浙

西詞派影響的痕迹處處可見。42  事實上，綜觀日本填詞史，篁園一門可以說是第

一、也是唯一嘗試了雅詞創作的一派。 

 
40 筆者譯，原日文。[日]田能村竹田：《田能村竹田全集》，頁 252。 
41 筆者譯，原日文。[日]田能村竹田：《田能村竹田全集》，頁 249。 
42  陳竺慧：《野村篁園を中心とした填詞活動について―天保期の詞人たち―》，《WASEDA RILAS 

JOURNAL》第 4 期（2016 年 10 月），頁 6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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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綜上所述，野村篁園與田能村竹田、吉村迂齋等人對詞的認識與主張的差

異，原因主要有三點，分別是來自接受詞的途徑、社會立場、以及個人性格的不

同。篁園受以朱彝尊為首的浙西詞派影響，尊崇南宋雅詞派詞人的作品，既以南

宋作品為範本，也吸收清人作品的儁語。篁園能夠取得如此成就，乃因處身於幕

府的最高學府昌平黌，全日本最好的漢籍幾乎都集中在昌平黌和幕府的紅葉山文

庫裏。雖然竹田與迂齋也有接觸到一些詞籍，但個人所能得到的資源數量十分有

限，無法與篁園相比。兩相對比，如果只透過詞籍學習，觀照那些直接與清人請

教唱和的日本文人，兩者對詞的印象自然是不一樣的。迂齋是長崎人，竹田曾在

長崎長住超過一年，他們在長崎實際與清人交流唱和，接觸當地唐人街流行的民

間樂曲，學習繪畫的技法。在那樣的環境中，迂齋與竹田對詞的認識與追求的理

想境界都與篁園截然不同，是很好理解的。 

篁園的身份是官儒，不能像地方文人那樣自由的移動，或在長崎進行深入的

交流。相對於民間流行的俗文學，篁園更偏好士大夫的文人趣味，總是有意識地

維持著“雅正”的價值觀，而這是竹田或迂齋等人沒特別在意的，竹田甚至自稱

為雪月風花之忠臣。迂齋的詞多誕生在實際的社交需求中，身為畫家的竹田則是

結合自己的畫與詞的意境相輔相成，留下了約三十首題畫詞 43  。篁園是個學者，

以學問為詞，同為昌平黌儒者的古賀侗庵（1788-1847）曾這樣評論篁園的詩： 

篁園則溫厚和平，志比於君子。森嚴整密，取法於李唐。鴻博富麗，

萃材於四庫。辭意兼美，華實相稱。無一毫滲漏，無一點塵俗。其論則

然，其詩亦然。44 

雖然這是對詩的評語，但用於評論篁園的詞作也是合適的。篁園的作品總是十分

端正，我們能夠從中感受到他強烈地想寫出本格的、沒有“和臭”45  的作品。雖

然篁園人在江戶，但他心中的文壇卻不在江戶，而在書籍中所接觸到的海峽彼岸

 
43  關於田能村竹田的詞作數量，參考[日]池澤一郎：《田能村竹田の題画詞》，《生と死の図像学―アジ

アにおける生と死のコスモロジー》，東京：至文堂，2003，頁 337-398。 
44 [日]古賀侗庵：《侗庵全集》初集卷十，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所藏稿本，葉四。 
45  這是江戶時代的荻生徂徠（1666-1728）所提出的概念，指日本人在創作漢詩文時受到母語的日語影

響而產生的獨特行文方式。（參照[日]神田喜一郎：《神田喜一郎全集》第 9 卷，《墨林間話》，京都：

同朋舍，1984，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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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國文壇，他也從不參與民間職業詩人所流行的新聞媒體式的品評。46  

本文前言提到的賴山陽，他在 1828 年寫成《日本樂府》之後，他的友人水野

媚川先後拜託清客江芸閣、沈萍香等人，代為邀請中國文人翁廣平（1760-

1842）、錢泳（1759-1844）為其作序與題詩。從賴山陽的詩文中也透露出，他期

待與清代文人平等對話的迫切心情。47  古賀侗庵在野田笛浦《海紅園小稿》的跋

中評論清客說：“今之來者，特賈人子，技倆可想，因不之與。”48 至於篁園的詩

集《靜宜慚藁》與集唐詩集《採花集》，雖也曾經托人交與江芸閣、朱柳橋等清客

為其點評作序，但筆者認為篁園並不滿足於此，而是期許自己能夠真正與中國本

土的文人站在同等的平台接受評價。這樣的心情也是日本漢詩文的水平在江戶後

期邁入成熟階段的象徵之一。 

 
46 當時最具象徵性的刊物是[日]菊池五山的《五山堂詩話》（江戶：鶴屋金助，1807），介紹與批評眾多

同時代的漢詩人，因此成為整個民間詩壇的中心人物。 
47 蔡毅：《長崎清客與江戶漢詩——新發現的江芸閣、沈萍香書簡初探》，《清華學報》2004 年第 1 期，

頁 103-122。 
48 [日]野田笛浦：《海紅園小稿》，東京：野田鷹雄，1881，頁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