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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論文提要內容： 蘇曼殊生於一八八四年，卒於一九一八年。他的生命僅

歷經了短暫的三十五個年頭，然而他的一生卻不僅承受了自身難言的身

世之慟，還有清末民初這段千古未有的變局。 此外，蘇曼殊作品中的情

感，雖然一再地被研究者所提及，然而卻是將之附著在作品特色或者是

內容介紹之中，未有專以情感為視角進行探究的著述，因此筆者希望藉

由前人的研究成果，以情感為視角來省視曼殊於詩文中所建構的內心世

界。畢竟文學作品最終所要表達的是作者內在的生命情思，所有的藝術

技巧、表達方式都只是傳達情意的媒介。就此意義來說，客觀環境以及

真實人生中的種種遭遇與衝擊，都因蘇曼殊自身的經歷與體認而內化成



為作品中的情感，於是作品中情感的探討，便是希望藉此體察作者的情

感樣態以及觸發其主觀情意下的生命情思。 本論文共分六章，第一章在

敘述研究動機、目的、範圍、方法、架構以及前人研究成果。 第二章部

份針對蘇曼殊的生命歷程、性格、思想觀點以及交遊狀況作一概述，以

了解曼殊情感產生的內在因素。第三章則以詩文中的情感為主軸，自作

品中架構出呈現其中的情感樣態，以見曼殊於作品中所建構的情感世

界。並於第四章中探討蘇曼殊詩文中的情感特質，以呈現曼殊在世局與

生命的交織之下，所表現在詩文中的情感特質。 第五章部份探討蘇曼殊

詩文情感的表現方式與美感特質，以此了解曼殊情感的表達方式以及情

感本身所具的動人之美。而最後，這些情感透顯出什麼樣的生命情思則

是結論之中所希望探求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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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 第四節 世局與生命的悲感 六十 第五節 其它 八一 第四章 蘇曼殊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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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科選編 沈陽：沈陽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六月第一版 晚清革命文學 張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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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殊散論 朱少璋 下風堂文化事業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香港第一版 蘇曼殊

傳論 毛策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三月 第一版 孤雲野鶴

-蘇曼殊 陳星 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蘇曼殊傳 

邵盈午 北京：團結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七月 第一版 （二） 中國韻文?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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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六月十五 文學的哲思 曾昭旭 北市：漢光文化 一九八六年十月三

十一日四版 文學散步 龔鵬程 北市：漢光文化 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初版六刷 藝術魅力的探尋 林興宅編著 北縣：谷風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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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初版 現代散文類型論 鄭明娳 北市：大安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六月增訂

再版 中國詩詞名句析賞大辭典 周錦 北市：金林文化 一九八四年五月一

日第一版 詩文鑑賞方法二十講 周振甫等著 北市：國文天地雜誌社 一九

八九年十一月初版（原出版者：北京中華書局 一九八六年五月第一版） 

中國詩學-鑑賞篇 黃永武 北市：巨流圖書公司 一九九三年九月一版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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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例話卷三-修辭 周振甫 北市：五南圖書 一九九四年五月初版一刷 中

國散文美學（一）、（二） 吳小林 北市：里仁書局 一九九五年七月十

五日初版 文化、文學與美學 龔鵬程 北市：時報文化 一九八八年二月一

日初版 美學辭典 王世德主編 北市：木鐸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初版 

美學與美育詞典 顧建華、張占國主編 北京：學苑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二

月北京第一版 現代中國文學史 錢基博 長沙：岳麓書社 一九八六年五月

第一版、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刷 中國文學理論史六朝篇 王師金凌 北市：

華正書局一九八八年四月初版 中國近代文學史 任訪秋 主編 河南大學出

版社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第一版；一九九三年一月第二次印刷 中西文學

因緣 李奭學 北市：聯經 一九九○年 初版 中國近代文學評林（第四輯） 

華南師範大學中文系、中國近代文學研究室編 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一

九九一年七月第一版 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 第三卷 郭延禮 山東教育出版

社 一九九三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刷 清末民初的文學思潮 陳

燕 北市：華正書局 一九九三年九月初版 文學與革命 胡適等著 北縣：駱

駝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六月初版 （三） 革命逸史（初集） 馮自由 台灣商

務印書館 一九三九年六月初版、一九五三年二月台一版 中國近代史

（近代史及現代史） 李守孔 一九七四年八月初版、一九八五年九月七

版 中國現代史（上冊） 張玉法 北市：東華書局 一九七七年七月初版 中

國現代史大綱 徐興武編著 北市：聖文書局 一九八五年三月初版 南社史

長編 楊天石、王學莊編著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五月

第一版 中西文化交流史 沈福偉 北市：東華書局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初版 

現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略 陳辛仁主編 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

三月 （四） 新青年與現代中國 陳國祥 北市：四季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一

九七九年九月十日第一版 首創民族主義文學的「南社」 陳敬之 北市：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一九八○年六月十五日初版 五四：多元的反思 李

澤厚、林毓生等著 北市：風雲時代出版公司 一九八九年五月初版 晚清

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 桑兵 北縣：稻禾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初版 劉



師培及其文學研究 馮永敏 北市：文史哲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初版 

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 熊月之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八月第一版 清

末新知識界的社團與活動 桑兵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一九

九五年四月第一版 近代中國文學與思想〈集刊〉壹號 中壢：中央大學

中文系出版 一九九五年六月初版 中國新文化運動史 馬寶珠 北市：文津 

一九九六年初版 佛學十講 蘇淵雷、楊同甫等編著 香港：中華書局 一九

九八年五月初版 （五） 蘇曼殊詩研究 胡丙勛 香港大學新亞研究所文學

組碩士論文 一九八二年七月 蘇曼殊詩研究 朱少璋 香港大學新亞研究所

文學組碩士論文 一九九○年九月 蘇曼殊詩析論 顧蕙倩 淡江大學中國文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一九九一年五月 蘇曼殊小說研究 王悅真 東海大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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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孤弱的悲慨-陸機詩歌研究 陳恬儀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一

九九六年六月 人的存在與中國文化 唐君毅先生遺作 中國文化月刊 八六

期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蘇曼殊論 任訪秋 河南師大學報 一九八○年第二期 

關於蘇曼殊的"斷句" 馬以君 社會科學戰線 一九八四年四期．學術人物 

古典唯美文風的廣陵絕響：蘇曼殊其人其文 楊昌年 書和人 五九六期 一

九八八年六月四日 蘇曼殊的拜倫之歌 林靜華 當代 第三十七期 一九八九

年五月一日 曼殊上人對佛教和文化的貢獻 蔡惠明 菩提樹 三十七：十一 

一九八九年十月 清末民初佛教文化勃興的原因 麻天祥 哲學與文化 十八

卷第十期 一九九一年十月 弘一、曼殊二師之世情與法情 學賢 獅子吼 三

一：三 一九九二年三月 蘇曼殊的悲劇與創作 蔣淑賢、鄧韶玉 貴州師範

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一九九三年 第一期 蘇曼殊學佛論釋 張海元 學

術研究 一九九三年 第五期 文化衝突．二元人格．感傷主義─蘇曼殊與

郁達夫比較片論 袁凱聲 江海學刊（雙月刊） 一九九四年 第一期 一代奇

才蘇曼殊香港側記-「民國名人在香港」系列之一 劉小清 傳記文學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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