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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清代台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研究》論文內容提要： 竹塹地區，是清代

北台灣文風最盛之處，了解竹塹文學的發展歷程及其藝術表現，就無異

揭開了清代北台灣文學面目的神秘黑紗。本論文便在此種探索企圖的驅

使下，對清代台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進行深究。 本論文在性質上屬於區

域文學的階段性研究，對於清代台灣竹塹區域社會特性與文學傳統的關



係，文風形成的外在背景，「文學社會」的內部結構，以及個別作家、

作品，文人集體活動樣態等，一一進行梳理與分析，並嘗試建構清代台

灣竹塹地區文學發展的歷史面貌與特色。通篇論文共分八章，簡陳如

下： 第一章為全文之緒論，首先回顧台灣文學研究概況，次而敘述本論

文研究動機與方法，以及研究範圍與題目所指涉的意義，並介紹有關清

代台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研究概況。 第二章探討清代台灣竹塹地區的土

地拓墾、商業發展，乃至成為北台政教中心的歷程，並敘述文教機構設

立對於漢文化傳播的助益，呈現移民社會文風發展的變化，進以解釋竹

塹文風冠北台的緣由。吾人從中可以觀察到一個地區由移墾社會邁向文

治化社會所努力的軌跡，以及文學園圃育籽培苗到花開果結的成長過

程，也明白了文學的進展實與政治、社會、經濟、教育等因素息息相

關。 第三章透過各種相關史料的爬梳，以描繪竹塹地區傳統文學作者的

群相，除表列當時本土文人與流寓文人的生平資料外，並擇選其中重要

文人為作傳略，說明其人在竹塹文壇上的角色定位；另外，對於昔年文

人間彼此的交遊網絡，也分別加以釐析說明，進而證實清代台灣竹塹地

區文人已有從事集體文學活動與創作的風氣。 第四章對於清代台灣竹塹

地區文壇上具有影響力，且有較豐富而完整文學作品傳世的鄭用錫、鄭

用鑑、林占梅、鄭如蘭等四位重要本土作家及其作品深入探析，期能一

窺清代竹塹地區新興本土文人創作的成果及其藝術表現。 第五章針對楊

浚、林豪、查元鼎、林維丞等四位重要流寓文人及其作品加以探討，以

了解流寓文人在本地文壇中扮演的角色及發揮的影響力。而藉由第四、

五章的闡述，可以明白清代竹塹文壇雖以本土文人為主力，但流寓文人

的參與競技，亦使文壇生色不少。 第六章專就本地文學活動著筆，透過

清代竹塹地區詩社發展概況的介紹，以及文人活動樣態與詩社作品成果

的說明，可以得知文人集體活動的進行，對於竹塹文風的發展，實有推

化之功。 第七章則在前面數章論述結果的基礎下，嘗試勾勒清代台灣竹

塹地區的文學發展歷程，並作一文學史式的說明，以掌握本地文學在萌

芽、茁壯、昌盛、轉變等各文學發展階段中的主要表現與演變關鍵所

在。另外，也綜合歸納在竹塹地區此一地理空間中，包括本土及流寓文

人在文學表現及創作上的共相，藉以凸顯本地文學在長期發展後，所形

塑出來的特色，進以確立竹塹文學在台灣文學中的地位與價值。 第八章

總結本論文之研究成果、研究價值與未來展望。  

摘要

(英)  

論文

目次 

封面 清代台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研究目錄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與方法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題目 第三節 清代台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研究

概況 第二章 清代台灣竹塹地區的文治化 第一節 竹塹地區的拓墾與發展 

第二節 文教機構的設立與漢文化傳播 第三節 竹塹文風冠北臺 第三章 清

代台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作者及其背景分析 第一節 傳統文學作者身份的

判定與釐析 第二節 重要傳統文學作者傳略 第三節 傳統文學作者的交遊

網絡--集體活動風氣的出現 第四章 清代台灣竹塹地區重要本土作家及其

作品 第一節 鄭用錫 第二節 鄭用鑑 第三節 林占梅 第四節 鄭如蘭 第五章 

清代台灣竹塹地區重要流寓作家及其作品 第一節 楊浚 第二節 林豪 第三



節 查元鼎 第四節 林維丞 第六章 清代台灣竹塹地區的詩社活動 第一節 

詩社發展的概況 第二節 詩社活動的性質與樣態 第三節 詩社的作品及其

創作表現 第七章 清代台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的發展與特色 第一節 本地

傳統文學的發展 第二節 本地傳統文學的特色 第八章 結論 附錄:清代台灣

竹塹地區文學年表 主要參考書目  

參考

文獻 

主要參考書目 詩文集 一、未刊 《北郭園詩文鈔》 鄭用錫 稿本 吳三連台

灣史料基金會收藏 《潛園琴餘草》 林占梅 沾水筆抄本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分館館藏 《潛園琴餘草》 林占梅 毛筆抄本 李清河先生收藏 《楊雪

滄稿本》 楊浚 稿本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館藏 《冠悔堂賸稿》 楊浚 

稿本 福建省立圖書館館藏 《冠悔堂集》 楊浚 稿本 福建省立圖書館館藏 

《冠悔堂乙集》 楊浚 稿本 福建省立圖書館館藏 《滄海拾遺》 林維丞 稿

本 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收藏 〈姜紹祖抗日歌〉 無名氏撰 毛筆書寫本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館藏影本 《瀛洲校士錄》 徐宗幹編 微捲 國立

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館藏 《台海擊缽吟集》 蔡汝修編 陳?厚毛筆抄本 國

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藏 二、已刊 《沈光文斯菴先生專集》 沈光文 寧

波同鄉月刊社 民國六十六年三月初版 《北郭園全集》 鄭用錫 龍文出版

社 民國八十一年六月重印出版 《潛園琴餘草》 林占梅?徐慧鈺校記 新竹

市立文化中心 民國八十三年六月出版 《誦清堂詩集》 林豪撰?林策勳輯

刊 菲律賓大眾印書館 一九五七年印行 《冠悔堂詩鈔》 楊浚 光緒十八年

刊本 福建省立圖書館館藏 《冠悔堂駢體文鈔》 楊浚 光緒二十年刊本 福

建省立圖書館館藏 《冠悔堂賦鈔》 楊浚 光緒十九年刊本 福建省立圖書

館館藏 《冠悔堂駢體文鈔》 楊浚 光緒二十年刊本 福建省立圖書館館藏 

《偏遠堂吟草》 鄭如蘭 龍文出版社 民國八十一年六月重印出版 《雪蕉

山館詩集》 鄭家珍 龍文出版社 民國八十一年六月重印出版 《友竹詩

集》 王松 龍文出版社 民國八十一年六月重印初版 《臺陽詩話》 王松 台

灣文獻叢刊第三十四種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民國八十三年五月出版 《雅

堂文集》 連橫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民國八十一年三月出版 《擊缽吟詩

集》 新竹德興書局 昭和六年出版 《台海擊缽吟集》 蔡汝修編 大正年間

木刻本 新竹市立文化中心藏有影本 《詩畸》 唐景崧編 台灣史蹟源流研

究會 民國七十一年印行 《師友風義錄》 鄭鵬雲編 玉禾山房 民國六十八

年六月發行 《櫟社第一集》(附錄於《櫟社沿革志略》後) 台灣文獻叢刊

第一七０種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民國五十二年二月出版 《台灣詩乘》 

連橫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民國六十四年六月出版 《雅堂叢刊詩稿》 連橫

編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民國七十六年六月出版 《台灣十二家詩鈔》 陳香

編 台灣商務印書館 民國六十九年九月初版， 《台灣詩錄》 陳漢光編 台

灣省文獻委員會 民國七十三年六月再版 《台灣詩錄拾遺》 林文龍編 台

灣省文獻委員會 民國六十八年十二月出版 《台灣詩選注》 陳昭瑛 正中

書局 民國八十五年二月初版 文獻史料 一、未刊 淡新檔案 台灣大學圖書

館特藏組藏(台灣大學民國八十四年曾作部分出版) 《淡水廳志稿》 鄭用

錫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館藏影本 《新竹縣採訪冊》 陳朝龍 明治四

十年抄本 新竹市立文化中心藏有影本 《楊雪滄日記》 楊浚 稿本 福建省

立圖書館館藏 〈鄭公毓臣墓誌銘〉 吳曾祺 拓本 福建省立圖書館館藏 

《裕謙公略傳》 彭祝堂編 黃卓權先生提供影稿本 二、已刊 《台灣府

志》 蔣毓英 北京中華書局 一九八五年五月出版 《台灣府志》 高拱乾 台



灣文獻叢刊第六十五種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民國八十二年六月出版 《重

修台灣府志》 周元文 台灣文獻叢刊第六十六種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民國

八十二年六月出版 《重修台灣府志》 劉良璧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民國六

十六年二月出版 《重修台灣府志》 范咸 台灣文獻叢刊第一０五種 台灣

省文獻委員會 民國八十二年六月出版 《續修台灣府志》 余文儀 台灣文

獻叢刊第一二一種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民國八十二年六月出版 《淡水廳

志》 陳培桂 台灣文獻叢刊第一七二種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民國八十二年

六月出版 《淡水廳築城案卷》 不著撰人 台灣文獻叢刊第一百七十一種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民國五十二年出版 《澎湖廳志》 林豪 台灣文獻叢刊

第一六四種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民國八十二年六月出版 《新竹縣採訪

冊》 不著撰人 台灣文獻叢刊第一四五種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民國八十二

年六月重印出版 《新竹縣志初稿》 鄭鵬雲、曾逢辰 台灣文獻叢刊第六

十一種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民國八十二年九月重印出版 《新竹州沿革

史》 菅野秀雄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館藏 《新竹縣志》 黃旺成總纂 

成文出版社 民國七十二年出版 《新竹市志》 張永堂總纂 新竹市政府 民

國八十六年十二月編印 《侯官縣鄉土志》 鄭祖庚纂修 中國方志叢書華

南地方第二二七號 成文出版社 民國六十三年六月台一版 《福建通志》 

陳衍總纂 民國二十四─二十七年福建通志局刻本 《閩侯縣志》 中國方

志叢書第十三號 成文出版社 民國六十三年六月出版 《裨海紀遊》 郁永

河 台灣文獻叢刊第四十四種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民國八十五年九月重刊 

《台灣外記》 江日昇 眾文圖書公司，民國六十八年三月影印出版 《東

瀛紀事》 林豪 台灣文獻叢刊第八種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民國四十六年

十二月出版 《台灣通史》 連橫 眾文圖書公司 民國六十八年八月影印出

版 《台灣教育碑記》 台灣文獻叢刊第五十四種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民國

八十三年七月出版 《台灣慣習記事》 台灣慣習研究會著?劉顏寧等譯 台

灣省文獻委員會 民國七十五年六月印行 《百年見聞肚皮集》 ?我氏著?林

美容點校 新竹市立文化中心 民國八十五年二月出版 《浯江鄭氏族譜》 

鄭鵬雲 大正三年石印本 新竹市立文化中心館藏影本 《銀江李氏家乘》 

李陵茂親族會編印 民國四十一年印行 《同興林氏祖譜》 林祖仁 民國五

十年三月自印本 《林恆茂家族譜稿》 收入徐慧鈺編纂《林占梅資料彙

編》（二） 新竹市立文化中心 民國八十三年六月出版 《重修台灣省通

志藝文志著述篇》 黃淵泉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民國八十二年出版 專著 

《台灣文學史綱》 葉石濤 文學界雜誌社 民國七十六年二月初版 《台灣

文學史》 劉登翰等編 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出版 《台灣香港

文學研究述論》 王劍叢等編 天津教育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十月初版 《台

灣近代文學叢稿》 汪毅夫 海峽文藝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出版。 《台灣近

代詩人在福建》 汪毅夫 幼獅出版社 民國八十六年初版 《台灣客家傳統

山歌詞》 黃榮洛 新竹縣立文化中心 民國八十六年六月初版 《台灣詩

史》 廖雪蘭 武陵出版社 民國七十八年初版 《塹城詩薈》 蘇子建 新竹市

立文化中心 民國八十三年六月出版 《清代台灣竹枝詞之研究》 翁聖峰 

文津出版社 民國八十五年四月初版 《日據時期台灣小說研究》 許俊雅 

文史哲出版社 民國八十四年二月初版 《台灣文學研究》 龔顯宗 五南圖

書公司 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 《台灣文學家列傳》 龔顯宗 台南市立文化

中心 民國八十六年五月 《台灣先賢著作提要》 王國璠 台灣省立新竹社



會教育館 民國六十三年六月發行 《三百年來台灣作家與作品》 王國

璠、邱勝安 台灣時報社 民國六十六年出版 《大屯山房譚薈》 蛻?老人 

著存《鯤海粹編》 中華民國史蹟研究中心 民國六十九年三月出版 《台

中縣文學發展史》 施懿琳等著 台中縣立文化中心 民國八十四年出版 

《彰化縣文學發展史》 施懿琳等著 彰化縣立文化中心 民國八十六年五

月出版 《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 江寶釵 嘉義市立文化中心 民國八

十七年六月出版 《福建文學發展史》 陳慶元 福建教育出版社 一九九六

年十二月出版 《中國文學發展史》 劉大杰 古文書局出版 未載出版年月 

《中國文學史》 葉慶炳 學生書局 民國七十二年八月再版 《中國俗文學

史》 鄭振鐸 台灣商務印書館 民國八十一年十一月印行 《中國詩話史》 

蔡鎮楚 湖南文藝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五月初版 《文體明辨序說》 徐師增 

長安出版社 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出版 《古代散文文體概論》 陳必祥 文

史哲出版社 民國七十六年十月初版 《文學論》 韋勒克等著?王夢鷗等譯 

志文出版社 一九九０年五月再版 《古典文學的奧秘──文心雕龍》 王

夢鷗 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四版 《修辭學》 沈謙 國立空

中大學 民國八十年五月初版 《台灣早期歷史研究》 曹永和 聯經出版公

司 民國七十四年出版 《台灣史論叢》第一輯 曹永和、黃富三 眾文圖書

公司 民國六十九年四月初版 《台灣文化志》 伊能嘉矩中譯本 台灣省文

獻委員會 民國八十年六月出版 《台灣開發史研究》 尹章義 聯經出版事

業公司 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台灣史研究》 黃秀政 學生書局，民

國八十一年二月初版 《台灣文教史略》 李汝和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民國

六十一年五月印行 《台灣史上的人物》 楊雲萍 成文出版社 民國七十年

五月出版 《台灣文化概觀》 呂良弼、汪毅夫 福建教育出版社 一九九三

年十二月出版 《閩臺家族社會》 彭文宇 幼獅出版社 民國八十七年出版 

《台灣史蹟叢論》 林文龍 國彰出版社 民國七十六年九月初版 《台灣地

名研究》 安倍明義 武陵出版社 民國七十九年一月三版 《台灣建築史》 

李乾朗 雄獅出版社 民國六十八年出版 《台灣舊路踏查記》 劉克襄 玉山

出版社 民國八十四年初版 《中國史學發展史》 尹達主編 天山出版社印

行 未載出版年月 《清代台灣廳縣制度之研究》 張勝彥 華世出版社 民國

八十二年三月初版 《清代台灣移民社會研究》 陳孔立 廈門大學出版社 

一九九０年十月初版 《清代台灣方志研究》 陳捷先 學生書局 民國八十

五年八月初版 《清人社會生活》 馮爾康、常建華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一九

九０年七月出版 《臺灣列紳傳》 臺灣總督府編 台灣日日新報社 大正五

年印行 《人文薈萃》 遠藤克已編 台北遠藤寫真館 大正十年印行 《新竹

新志》 畢慶昌等 中華叢書委員會 民國四十七年六月印行 《新竹叢誌》 

張谷誠 新竹市立文化中心 民國八十五年六月再版 《清代竹塹地區的家

族與地域社會─以鄭、林兩家為中心》 黃朝進 國史館 民國八十四年六

月初 版 《北門大街》 張德南 新竹市立文化中心 民國八十七年七月出版 

《歷劫歸來話半生︱︱一個台灣人醫學教授的自傳》 鄭翼宗 前衛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五月出版 《竹塹文風》 郭正民 新竹縣立圖書館 民國五十年

八月印行 《新竹史話》 黃啟文 台灣新生報 民國四十四年印行 《風城故

事》 黃瀛豹 啟文出版社 民國六十六年七月初版 《內外公館史話》 陳運

棟 華夏書坊 民國八十三年元月初版 論文、期刊 〈台灣詩社之研究〉 王

文顏 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 民國六十八年碩士論文 〈明代前期八股文形



構研究〉 鄭邦鎮 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民國七十六年博士論文 

〈清代台灣詩所反映的漢人社會〉 施懿琳 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 民

國八十年博士論文 〈林占梅先生年譜〉 徐慧鈺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

研究所 民國七十九年碩士論文 〈台灣光復前重要詩社作家作品研究〉 

陳丹馨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民國八十年碩士論文 〈道咸同時期淡

水廳文人及其詩文研究〉 謝智賜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 民國八

十四年碩士論文 〈清代台灣的社會領導階層?一六八四─一八九五?〉 蔡

淵絜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民國六十九年碩士論文 《金廣福墾

隘與東南山區的開發》 吳學明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專刊︵十

四︶ 〈清代竹塹地區的在地商人及其活動網絡〉 林玉茹 國立台灣大學

歷史研究所 民國八十六年博士論文 〈先族叔友竹公事蹟及詩〉 王一剛 

《台北文物》七卷二期 民國四十七年七月 〈清季流寓台灣的大詩人楊

浚〉 盧嘉興 《古今談》二十四期 民國五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林豪先

生傳記及其詩文〉 陳漢光 《台灣文獻》第十八卷第二期 民國五十六年

六月 〈台北詩論〉 王國璠 《中原文化與台灣》 台北文獻委員會 民國六

十年十月印行 〈開台第一位進士︱︱鄭用錫〉 張炎憲 《國文天地》五

卷十一期 一九九０年四月 〈清代台灣園林詩人〉 郭令瑾 收於郭天沅主

編《文獻史料叢刊第二輯》 福建省地圖出版社，一九九０年十二月出版 

〈淡水廳流寓詩人林維丞及其詩稿〉 黃榮洛 《台北文獻》直字 105 期 

民國八十二年九月 〈草草草堂吟草〉 黃典權 《台南文化》第八卷第二

期 民國五十四年六月 〈古今台灣詩文社〉 賴子清 《台灣文獻》第十卷

第三期 民國四十八年九月 〈台北市詩社座談會〉 《台北文物》第四卷

第四期 民國四十五年二月 〈唐景崧與牡丹吟社〉 廖漢臣 《台北文物》

第四卷第四期 民國四十五年二月 〈台灣文學研究在日本〉 下村作次郎 

《台灣文學觀察雜誌》第六期 一九九二年九月 〈大陸台灣文學研究十

年〉 劉登翰 《台灣文學觀察雜誌》第一期 一九九０年六月 〈加強當代

文學之學術研究〉 龔鵬程 《台灣文學觀察雜誌》第九期 一九九四年十

一月 〈新竹地區傳統文學史料存佚現況 (清朝︱︱日據時代) 〉 黃美娥 

《國家圖書館刊》民國八十六年第一期 〈一種新史料的發現︱︱談鄭用

錫《北郭園詩文鈔》稿本的意義與價值〉 黃美娥 《竹塹文獻》第四期 

一九九七年七月 〈明志書院的教育家︱︱鄭用鑑〉 黃美娥 《竹塹文

獻》第五期 一九九七年十月 〈台灣新竹鄭氏家族的發展型態〉 張炎憲 

《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二） 中研院三民主義研究所 民國七十五年

十二月出版 〈學界山斗鄭用鑑〉 張德南 《台北文獻》直字九三期 民國

七十九年九月 〈連橫台灣通史卷三三林占梅傳｜｜道咸年間北台灣的一

豪紳〉 林正子撰 蘇子建、徐鴻基譯 文載《林占梅資料彙編》（二） 新

竹市立文化中心 民國八十三年六月出版 〈清代台灣的學術發展〉 蔡淵

絜 《第一屆台灣本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楊

浚並非楊承藩其人〉 楊雲萍 《文藝台灣》第三期 昭和十五年五月 〈清

代竹塹教育一斑〉 芝亭 《新竹文獻會通訊》第三號 成文出版社 民國七

十二年三月 〈台灣歷史地理研究劄記?二?：竹塹、竹塹埔和「鹿場半被

流民開」〉 施添福 《台灣風物》三十九卷第三期 一九八九年九月 〈清

代台灣竹塹地區的土牛溝和區域發展｜｜一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 施添

福 《台灣風物》第四十卷第四期 一九九０年十二月 〈清代竹塹地區的



墾莊區：萃豐莊的設立和演變〉 施添福 《台灣風物》第三十九卷第四期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清代台灣新竹城城牆之興築〉 黃蘭翔 《台灣社會

研究季刊》第三卷第二、三期 一九九０年夏、秋季號 〈王世傑之背景影

響及其家族發展史〉 王家燦 《竹塹文獻》試刊號 一九九五年十月 〈王

世傑與新竹地區的開發〉 張德南 《竹塹文獻》試刊號 一九九五年十月 

〈清代台灣書院講席彙錄〉 林文龍 《台灣文獻》四十二卷二期 民國八

十六年六月 日據時期報章雜誌 《台灣新報》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館藏 《台灣日日新報》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館藏 《台灣文藝叢

誌》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館藏 《台灣詩報》 張子唐先生個人收藏 

《台灣詩薈》 連橫編輯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民國八十一年三月出版 工具

書及其他 《台灣漢語傳統文學書目》 吳福助 文津出版社 民國八十八年

一月初版 《文章體裁辭典》 金振邦 東北師範大學 一九八六年六月初版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所自印所況及研究資料彙目 一九九六年五月編印 《台

灣研究中文書目》 王世慶 環球書社 民國六十五年三月初版 《台灣文獻

叢刊提要》 吳幅員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民國六十六年六月初版 《台灣

地區文獻會期刊總索引》 高賢治等編 龍文出版社 民國七十八年九月初

版 《台灣文獻叢刊序跋彙錄》 周憲文 中華書局 民國六十年十一月初版 

《福建地方文獻及閩人著述綜錄》 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古籍組編 福建師

範大學印行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台灣地名辭書?新竹市》 台灣省文獻會 

民國八十五年九月出版 台灣大學圖書館「台灣研究資源」網站 網址

http://www.lib.ntu.edu.tw/ 呂興昌教授「台灣文學研究」網站 網址

http://140.114.123.98/taioan/bunhak/hak-chia/e/eng-hong-hong/chio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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