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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文除前後之緒論、結論外，分作九章，有多位文士之綜合分析論述，

也有重要詩人個別作品之專論，如六堆三進士之探討，亦有特殊作品之

分論；有六堆人士之作、亦有非六堆人描寫六堆之情事。 全篇以「緒

論」發端，共分三節，針對前人之相關研究成果為基礎，並予增補校

正，如《六堆客家鄉土誌》（1966 年）及《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

遷之研究》（2001 年）等，而筆者田野調查也蒐羅不少作家作品集或合

集等，皆予以綜合分析論述之。第一章為「六堆客家古典文學的形成與

發展」。敘述六堆的由來與忠義亭之沿革、六堆之地理分布與其發展、

及說明六堆教育文化機制等，並製作一「六堆客家古典文學年表」，以



清眉目；其中包括六堆之詩文社初探，有概述與六堆直接相關之詩文社

團，如六合吟社、旗美吟社、美友吟社、旗峰詩社等，亦論及間接相關

之詩社，如屏東縣國學研究會，探究詩風消長之因與未來展望，並製作

「六合吟社」徵詩情形一覽表，以概其要。第二章至第六章為作品綜合

分析，分別作欽天、敬地、尊君、愛親、重師主題詩文之析論，試以網

羅對天地人間所有之關切，故能詠出世人之懷、反映社會之問題等；凡

此六堆古典文學作品有清麗亦有質樸，風格有高古亦有自然，然皆為真

誠生活之展現，皆富有極高思想意義，人格特質亦自然呈現其中。質言

之，這些作品在歷代文學發展史上有所繼承、有所創建與補充，故其地

位在詩歌史上有繼承、有創建、有補充不容漠視。第七章是以六堆三進

士黃驤雲、張維垣、江昶榮之詩文作個別研究分析。第八章是六堆特殊

主題作品分析；分節撰述有昌黎祠、忠義亭（祠）之相關詩文聯探討、

及《邀功紀略》、邱國楨之百餘首情詩之探討。第九章是非六堆文士所

寫有關六堆人事地物之作。分節撰述描寫六堆景物之作、弔輓、歌詠、

贈答六堆人之作、記錄六堆戰役或事蹟之作。文末是「結論」。期透過

本論文之爬梳，肯定此類作品之價值，並製作「六堆客家古典文學相關

人物之生平事略表」，百餘位作家之綜合年表，諒必能增強台灣文學發

展之多方理解。  

摘要

(英) 

Besides introduction and concusion, this thesis consists of nine chapers. The 

contents include many literature people’s comprehensive analysis, special 

chapters on some important specific articles of three gintzs of Liou-Dawai or 

particular article written by Liou-Dawai and stories about Liou-Dawai written by 

non-Liou-Dawai people. The thesis, begins with introduction include three 

sections, is based on previous related researches, but offer new materials and 

corrections. Like ” Local History in Liou-Dawai”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Social Culture of Kakka in Liou-Dawai Areas”. Chapter 1 concerns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Kakka classical literature in Liou-Dawai. This 

chapter describes the origins, geography, education and the history of loyalty 

pavilion. An annual table about Kakka classical literature in Liou-Dawai is also 

made in the end of this chapter. Chapter 2 to chapter6 ar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literature articles, which are classified into four categories by subjects: God-

esteemed, king-esteemed, parents-esteemed, teacher- esteemed. Chapter 7 is 

discuss articles written by Huang Shiang-yen, Chaing Wai-whang and Giang 

Youn-zung, who are famous and outstanding scholars in that times. Chapter 8 is 

analysis of particular subjects on Tsiang-Li Temple, Loyalty Pavilion that are 

closely related with cultural spirits in Liou-Dawa areas. Chapter 9 is analysis of 

specific subjects written by non-D. The last part is the conclusion. The 

achievements of Kakka classical literature in Liou-Dawai are recognize and places 

highly value in the thesis. The main contributions of this thesis are the follows. 1. 

It offers a good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of Kakka 

classical literature of Liou-Dawai in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2. It 

make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n literature articles of Liou-Dawai from various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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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懿琳、曾珍珍 麗文出版 一九九六 台灣的族群政治 陳文俊 香港社

會科學出版 一九九七 台灣開發史研究 尹章義 聯經 一九八九 台灣

詩史 廖雪蘭 武陵出版 一九八九 台灣詩乘 連橫 台灣省文獻委員

會 一九七五 台灣詩選注 陳昭瑛 正中書局 一九九六 台灣詩錄 

陳漢光編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一九八四 台灣寫實詩作 許俊雅 文史

哲 一九九四 全臺詩 施懿琳等 遠流出版二００四 安平區志文學史 龔

顯宗 台南市政府 一九九八 西方美學家論美與美感 朱光潛編譯 漢京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一九八四 李白詩歌接受史 楊文雄 五南 二０００ 佳

冬鄉情 佳冬鄉公所 一九九七 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 文史哲 一九八

二 近體詩創作理論 許清雲 洪葉文化出版 一九九七 客家文學史 羅可

群 廣東人民出版社 二０００ 客家概論--蛻變中的客家人 曾逸昌 自

行出版 二００四 屏東平原的開發與族群關係 簡炯仁 屏東縣文化中心 

一九九七 科舉史話 王道成 國文天地雜誌社 一九九０ 科舉考試文

體論稿：律賦與八股文 鄺健行 一九八八 科舉論叢 謝浩 臺灣省文

獻委員會 一九九五 美學生命與原始的中國 史作檉著、陳子敏輯 書鄉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一九九三 美學在台灣的發展 龔鵬程 南華管理學院 一

九九八 美學概論 王朝聞 谷風出版社 一九八九 美學範疇論 彭修銀 文津

出版社 一九九三 美濃 林瀛芳 自行編印 一九九七 重修台灣縣志 王必

昌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一九九三 修辭新天地 譚全基 書林出版社 一九

九三 修辭學 沈謙 國立空中大學 二０００ 唐宋詩風︱詩歌的傳統與新變 

鄧仕樑 台灣書店 一九九八 唐宋詩詞煉字煉句例話 柯益烈 上海書店出

版 一九九二 高雄縣鄉土史料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 一九九四 高雄縣

鄉土史料?高雄縣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 一九九四 清代八股文 鄭

雲鄉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一九九四 清代考試制度 章中和 文海 

一九六八 清代考選制度 楊紹旦 考選部 一九九一 清代科舉 劉兆



璸 東大出版 一九七九 清代科舉考試制度研究 王德昭 香港中文大

學 一九八二 清代科舉考試述錄 商衍鎏 文海 一九七五 清代硃卷

集成 顧廷龍編 成文出版社 一九九二 清代廣東詩歌研究 嚴明 文津 一九

九一 深入課文的一把鑰匙 萬卷樓 仇小屏 二００一 章法學論粹 陳

滿銘 萬卷樓圖書 二００二   普遍的象徵 陳啟佑 業強出版社 一九

八七 詞的審美特性 孫立 文津出版社 一九九五 當代中國修辭學 姚亞平 

廣東教育出版 一九九六 當代主題散文的研究 洪富連 高雄復文圖書出

版社 一九九七八 詩文鑑賞方法二十講 周振甫等著 國文天地雜誌社 一九

八九 詩的技巧 曹長青、謝文利 洪葉文化事業 一九九六 詩詞評析與教學 

王熙元 萬卷樓出版 一九九五 詩歌鑑賞入門 魏怡 國文天地雜誌社 一九

八九 詩論 朱光潛 台南 文國書局 一九八五 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 

江寶釵 嘉義市立文化中心 一九九七 實用修辭學 關紹箕 遠流出版社 

二０００ 對聯格律、對聯譜 余德泉 岳麓書苑 二０００ 彰化縣文學發展

史 施懿琳、楊翠 彰化縣文化中心 一九九七 漢語修辭學史 袁暉、

宗廷虎編 安徽教育出版社 一九九四 臺灣近代詩人在福建 汪毅夫 

幼獅文化 一九九八 臺灣采訪冊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一九九三 臺

灣書院與科舉 林文龍 常民文化出版 一九九九 臺灣詩錄拾遺 林文

龍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一九七九 語言風格初探 程祥徽 書林出版社 一

九九九 鳳山縣采訪冊 盧德嘉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一九九三 應用修

辭學 蔡宗陽 萬卷樓圖書公司 二００二 讀者反應理論 龍協濤 揚智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一九九七 讀書與賞詩 黃永武 洪範書店 一九九七 三、學位

論文 一個客家聚落區的形成及其發展：以高雄縣美濃鎮為例 蕭勝和 台

大歷史所 二００四 日治時期苗栗縣傳統詩社研究 王幼華 中興中文

碩論 二０００ 日據時期台灣小說研究 許俊雅 師大中文博論 一九

九二 日據時期鹿港民族正氣歌研究 施懿琳 師大國研所碩論一九八六 

日據時期櫟社研究 鍾美芳 東海史語所碩論 一九八六 台灣文學本土

論的興起與發展 游勝冠 東吳中文碩論 一九九一 台灣光復前重要詩

社作家作品研究 陳丹馨 東吳中文碩論 一九九一 台灣南社研究 吳

毓琪 成大中文碩論 一九九八 台灣詩史 廖雪蘭 文化中文博論 一

九八四 台灣詩社之研究 王文顏 政大中研所碩論 一九七九 台灣寫實

詩之抗日精神研究 許俊雅 師大中文碩論 一九八七 吳濁流的詩論與

詩歌 潘進福 政大中文碩論 一九九八 明代前期八股文形構研究 鄭

邦鎮 台大中研所博論 一九八七 東晉辭賦主題研究 鄭雅文 成大中文

碩論 一九九九 林占梅詩形賞析 蔡玉滿 竹師台語所碩論 二００二 

建安辭賦主題意識研究 陳燕婷 成大中文碩論 一九九九 洪棄生及其作品

考述 程玉鳳 中正大學中文碩士論文 一九九八 清代台灣竹塹地區傳

統文學研究 黃美娥 輔大中文博論 一九九九 清代台灣的社會領導階

層 蔡淵絜 師大歷史所碩論 一九八０ 清代台灣詩所反映的漢人社會 

施懿琳 師大中文博論 一九九一 清代台灣鳳山縣詩歌研究 王俊勝 

文化中文碩論 二００一 許南英及其詩詞研究 楊明珠 文化中文碩論 

一九九九 陳逢源之漢詩研究 李貞瑤 成大中文碩論 二００一 道咸

同時期淡水廳文人及其詩文研究 謝智賜 師大國研所碩論 一九九五 

彰化應社及其詩作研究 陳芳萍 清華中文碩論 二００一  賴和漢詩

修辭美學研究 許育嘉 南華大學中文碩論 二００二 櫟社三家詩研究



--林癡仙、林幼春、林獻堂 廖振富 師大中文博論 一九九六 四、期

刊、學報、研討會、報章雜誌 中國詩中之懷鄉主題 蔡振念 中山大學

人文學報第 2 期 一九九四 六堆風雲雜誌 各期 鍾振斌 發行至今 六堆雜

誌 各期 六堆文教基金會出版 發行至今 日治時代台灣詩社林立的社會

考察 黃美娥 台灣風物４７：３，一九九七 王立 中國古典文學意象

主題史論綱 《山東師大學報》 一九九六 主題學研究與中國文學 陳

鵬翔 中外文學 第 12 卷第 2 期 一九八三 古今台灣詩文社 賴子清 台

灣文獻 11：３ 一九六０ 古典詩的主題與技巧 廖美玉撰 國文天地第

十八卷第九期 二 00 三 光復前台灣詩社的時代價值 王文顏 文訊月刊第

１８期 一九八五 信不信由你，百年前五品官算準身後事……清朝進士

托夢子孫找骨灰 聯合報 一九九八年五月五日 區域特性與文學傳統 龔

鵬程 古典文學第 12 期 一九九二 崇文敬字老美濃 蘇婉婷 台灣日報 一

九四五年六月十日 清代台南地區詩文社研究 向麗頻 東海主辦「明清

時期台灣傳統文學研討會」會議論文 二０００  清代台南詩社之濫觴 

賴子清 台灣文獻 10：３ 一九五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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