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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現代詩的名義釋義： 
 

現代詩又稱作新詩、白話詩，也叫自由詩。「新」是相對於「舊」詩，在文

學史上的意義，即是相對於傳統古典詩歌的立場而言。舊詩有格律限制，無論字

句、平仄、用韻都有一定限制，而新詩則無此限制；「白話」是指語言使用工具，

相對於「文言」而言，現代詩的特質，是以「白話」為主要表達工具；至於「自

由」的確自由，字數不限，行數長短不拘，段落多少、押不押韻等，幾乎沒有限

制。「現代詩」為什麼稱為「現代」？那是因為它相對於「傳統」。周鳳五認為

稱為「現代詩」是指「相對於民國四十年代以前相對於傳統古典詩詞的新體詩」，

他在《現代文學欣賞與創作》中說： 
 

四十年代無論政治或社會的背景都與以往顯然不同，另外重要的是，這個

時期的「新詩」已經不新，而且不在標榜「白話」，不再以白話為創作的

唯一語言。稱作「新詩」或「白話詩」都顯得很不恰當。 

 
我們對「現代詩」的觀點，即以時間為段落的分期方式，民國四十年代以前

的新體詩，稱為「新詩」或「白話詩」，四十年代以後稱為「現代詩」。 
 
（二）欣賞教學的重要性： 
 

詩歌文學是最精粹的文學，以精鍊的字句表現至深的情思。詩可以寫景，可

以敘事，也並不排斥特定情境下的說理。然而從本質上看，詩是抒情的。「主情

說」是詩歌的一個優良傳統。而使詩人動情的一切自然景物、社會事件以及蘊藏

其中的哲理，都從屬於感情的抒發。因此，欣賞詩歌作品，捕捉詩歌美感，歸根

究底就是要充分領會體現於整個形象體系、整個詩的意境中的情感美和心靈美。 
目前國、高中國文課本中，即有選錄「現代詩」為範文。「現代詩」的形式，

有別於散文；其文字精鍊含韻深曲，有難於散文。而「現代詩」教學重點在於如

何指導學生捕捉詩的意境中的情感美和心靈美。如何達成國文教學目標，是「現

代詩」教學的主要課題。 
在理想的教學目標中，主學習即知識的教學，重在思考；副學習即習慣技

能之教學，重在練習；而附學習即興趣、態度、理想之教學，則重在欣賞。 

所謂「欣賞」：欣賞是一種感情的共鳴作用，也就是心理的、情緒的一種

複雜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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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詩」的教學是情性的教學也是美感的教學，因此除了知識的教學及

習慣技能之教學外，應更重視「欣賞」的教學。同時，在現代詩中，抒情、寫景、

敘事往往出現大幅度的跳躍，從而留下一大片一大片的空白，給領會詩美造成困

難。因此，現代詩欣賞必須借助豐富的生活經驗及審美經驗，而審美經驗的提供，

正是「欣賞」教學的主要課題。 

 

二、現代詩欣賞的種類： 
 

王明通在《中學國文教學法研究》中，認為欣賞的種類，依性質可分為三類：

一是「藝術欣賞」；二是「道德欣賞」；三是「理智欣賞」。現代詩的欣賞種類

也可依此三類來進行欣賞教學活動。 

 

（一）藝術欣賞：即藝術技巧的欣賞。詩美來自感情美，但最美好動人的感情如

果得不到完美的藝術體現，也仍然不可能產生詩美。因此一首好詩在章法技巧

上，都有作者匠心獨運之處，教學時應多加分析或暗示，指導學生運用想像力去

體驗詩歌藝術結構之美，包含「調和、對稱、律動、穩定……」等美的素質所產

生的心靈共鳴作用。如，臧克家的《三代人》： 

 

孩子 

在土裡洗澡， 

 

爸爸 

在土裡流汗， 

 

爺爺 

在土裡葬埋。

在短短的三句話，六行詩，較之其他文體結構，可以說再單純不過了。但

就是這單純的詩行，卻凝聚著作者內心深沈的思維，呈顯出豐富而又生動的詩歌

形象。 

從思想內容上說，他寫盡了傳統農民的真實生活狀況，寫盡了詩人內心的

憂愁和哀傷。從結構布局上看，橫的方面，他使讀者看到：千百年來，千萬農民，

無論是老的、少的、活著的、死去的都永遠被束縛在同一塊土地上；縱的方面，

他使讀者聯想到：傳統的農民就是這樣由「孩子　爸爸　爺爺」，一代接著一代

走著相同的道路，承受著相同的命運。因此「三代人」這篇內容既可看作高明的

謀篇，也可看作是成功的煉意。 

 

（二）道德欣賞：即對於詩歌中所敘事的人或事，所表現的優美情操或品格道德

加以讚賞，以陶冶其情性，確立高尚的理想。「詩言志」，志即理想、志向、精

神境界。詩人經常通過作品來「言志」，因此，鑑賞詩歌時，要掌握詩人所言之

「志」，從中體察詩人的人格道德的風範與精神氣節。如，劉半農的《相隔一層

紙》： 

 

屋子裡攏著爐火， 

老爺吩咐開窗買水果， 

說「天氣不冷火不熱， 

別任它烤壞了我。」 

 

屋子外躺著一個叫化子， 

咬緊了牙齒對著北風喊「要死」！ 

可憐屋外與屋裡， 

相隔只有一層薄紙！ 



 9999 年年度度全全國國高高中中國國文文教教學學研研討討會會  

 

 

全詩二節運用對比意象來揭露貧富不均的社會現象，詩中流露出詩人的人道

的關懷，能激發讀者對下層人物的同情。第一節「屋子裡」的「老爺」與第二節

「屋子外」的「叫化子」，一個飽食終日，一個飢寒交迫；一個因爐火太熱吩咐

買水果，一個被北風凍得咬緊牙齒喊「要死」。詩中透過人物對比與場景的對比，

在意象上構成強烈的貧富對比，具有強烈的批判精神。最後一句話「相隔只有一

層薄紙」，舉重若輕，將對比意象的意境，達到「含不盡之意見於言外」的效果。 

 

（三）理性鑑賞：即對於詩歌中所表現對事理的高明識見或立論圓融的欣賞。當

鑑賞者在完成聯想，對作品有了深刻美感感受後，往往會更深入去探研、思索與

提煉，從中悟出作品索含的道理或哲理。這種理性鑑賞，可培養學生精密的思考

能力，濃厚的求知興趣，以及實事求是之態度。在從事現代詩教學時，可帶領學

生深入詩中作內容與形式的深究，使掌握作者思想發展形態，並看出作者精闢的

見解。如，林冷的《阡陌》： 

 

你是橫的，我是縱的 
你我平分了天體的四個方位 
 
我們從來的地方來，打這兒經過 
相遇。我們畢竟相遇 
在這兒，四周是注滿了水的田隴 
 
有一隻鷺鷥停落，悄悄小立 
而我們寧靜的寒喧，道著再見。 
以沈默相約，攀過那遠遠的兩個山頭遙望 
（一片純白的羽毛輕輕落下來。） 
 
當一片羽毛落下，阿，那時 
我們都希望    假如幸福也像一隻白鳥　 
它曾悄悄下落。是的，我們希望 
縱然它們是長著翅膀……… 

 

從詩的結構上看，全詩分為四段。第一段，詩人把詩中人物關係比喻成田埂縱橫

交錯的關係。第二段，寫情人相遇。第三段，寫情人分離。第四段，寫分離後的

感情，詩人把白鳥轉化為幸福的象徵，以羽毛的飛落展開聯想，希望幸福悄悄地

降臨。你我的相遇，是有緣分的偶然。可是事與願違，如田埂交錯一樣，有交有

散，你我分手，鷺鷥飛去，只輕輕落下「一片純白的羽毛」。羅青說： 

 

只飄扔下「一片純白的羽毛」，好像是這次邂逅的紀念品一般。 

 

這首詩把男女間的邂逅，形容為阡陌的相交，以平淡自然的語言表達了深厚的感

情。明明知道愛情之神能夠在人生歷程中降臨，帶給「我們」幸福，但幸福也能

隨時飛走的。於是「我們」珍惜相會的時刻，「相遇」、「寒喧」、「相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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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望」。這種感情是成熟的感情，體認「緣起性空」，雖揮一揮手不帶走一片

雲彩，然而「我們畢竟相遇」，淡淡愁緒，卻能點點入心；雖也不再執著於過往

的一段因緣，「我們寧靜地寒喧，道著再見」，婉約中帶有理性，在美麗的憂傷

中，帶給人有如鏡花水月般的空靈美感，令人回味無窮。 

 

 

三、鑑賞的過程 
 

現代詩的鑑賞，就是讀者對現代詩作品的審美感受、認識與評價。詩是語言

的藝術，讀者在欣賞詩歌作品時，總是首先接觸詩的語言，並通過他來把握詩的

形象領會形象所蘊含的精神內涵。其具體欣賞過程大致可分為「感覺」、「感染」、

「感觸」三個階段。 

（一）感覺：即讀者對詩的形式或詩歌內容形象的直覺情緒反應，這是詩歌鑑賞

的第一步。文學鑑賞始於鑑賞者對藝術形象的感受，鑑賞者鑑賞作品時，首先作

品的具體感性形象即第一印象就會出現在腦海裡，這就是鑑賞感覺。現代詩鑑賞

的第一步「感覺」，它不是一般的讀詩，而是一種閱讀加思考的過程，也是通過

閱讀和思考把握現代詩表情達意的過程。讀者憑感覺所把握的詩的形象，是具體

的、感性的形象，是飽含著鑑賞者的感情和願望等主觀因素。有如鑑賞者在鑑賞

詩歌時，如同眼睛所見、耳朵所聞的感受。如，徐志摩的《沙揚娜拉———贈日

本女郎》： 

 

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 

像一朵水蓮花不勝涼風的嬌羞， 

道一聲珍重，道一聲珍重， 

那一聲珍重裏有蜜甜的憂愁 

沙揚娜拉！ 

 

讀者讀了這首詩時，彷彿「見到了」日本女郎的「那一低頭的溫柔」，形象

鮮明的「嬌羞」，是那樣的吸引人。「聽到了」好像在憂愁中帶有甜蜜的「道別」，

「道一聲珍重，道一聲珍重」、「沙揚娜拉！」給人有不忍道別的感傷的感覺。

我們在鑑賞這首詩時所「見到」和「聽到」，依靠的不是視覺器官和聽覺器官，

而是在「想像中」好像見到了、聽到了。這「見到」和「聽到」就是感覺，這是

最簡單的審美心理歷程，也是形成各種複雜藝術心理過程的基礎。 

 

（二）感染：即讀者在鑑賞作品時，為作品的內容形象所影響，引發出與詩人相

同的思想感情，也就是感官相通、感覺挪移，達到內在心靈的審美感應。鑑賞詩

歌如果僅僅做到外在感官的互相轉移，而忽視內在心靈的感應，就不僅不能全

面，也難以深入感染詩歌的藝術魅力。因此鑑賞詩歌，有必要藉感染與作者、作

品相感應，愛其所愛，憎其所憎，樂其所樂，苦其所苦。讀者與作者的內在心靈 

因感應而相結合在一起，覺得作品內容所要表達的思想感情，正是讀者面對作者

同一情境時，心中所想要表達的。如，臧克家的《老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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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得叫大車裝個夠， 這刻不知道下刻的命， 

它橫豎不說一句話， 它有淚只往心裡咽， 

背上的壓力往肉裏扣， 眼裏飄來一道鞭影， 

它把頭沈重地垂下！  它抬起頭來望望前面。 

 

這八行短詩，從表面看，寫的是一匹負重受壓、苦痛無比、在鞭子抽打下，

不得不向前掙扎的老馬。其實寫的是受苦受難的農民，生活是苦痛的、心情是沈

鬱悲憤的。詩中令人同情的老馬形象，是來自於讓讀者於詩句中，感覺「見到」

「背上的壓力往肉裏扣，它把頭沈重地垂下」的「負重受壓」老馬形象；感覺「聽

到」「眼裏飄來一道鞭影」的老馬被抽打聲；感覺「見到」老馬「它有淚只往心

裡咽」及「它抬起頭來望望前面」的掙扎與無奈。我們藉感覺老馬的形象，也感

染到作者正是在寫所有被壓迫的形象，我們為老馬的形象所感動，而老馬的命運

正是所有被壓迫者的悲慘命運。 

 

（三）感觸：即讀者在鑑賞時被詩的內容與形象所激發出來與之相關的一些感觸

或思考。詩是寫感受的，作者通過內在的心理和外在的感官，汲取客觀世界的相

關訊息，形成作品深切的感受。「詩無達詁」，就為欣賞者開拓出一條無限寬廣

的馳騁想像的天地，欣賞者就可以憑藉自己的經驗生發聯想與想像，以小見大、

由此及彼，去拓展詩的意境，使自己成為詩歌作品的「再創造者」，從作品中獲

得作者不曾設想過的「意外之意」與「情外之情」。如，劉湛秋的《沒有不下台

的演員》： 

 

沒有不下台的演員 走吧，雨點在無聲飄落 

也沒有不散場的觀眾 泥土並不是它的墓園 

鼓掌一百零一次 只有長長的路是真實的 

還是有一百零二次的落幕 快樂地、熱情地、認真地走吧

 

如果說人生是一個大舞台，每一個人就都是演員。推而廣之，世間存在的

萬事萬物，也是在爭奇鬥艷，競相表演。然而任何表演，總有收場的時候，正如

演員總有下台的時候一樣。雖然總有下台的時候，沒有不收場的戲，詩人還是把

生活看作一條真實的路。他呼喚著人們，樂觀地去生活，樂觀去追求，努力去探

索，去不斷開拓人生新的舞台。我們看到很多下台的演員，一下台便悽棲惶惶不

安地焦躁起來，甚至怨天尤人，牢騷滿腹，這對人生是無益的。讀了本詩，是否

啟發我們在面對人生所必然要面對的下台時刻，應該收斂自己，涵養生機，轉換

舞台，繼續熱情的、認真的走下去。這首詩以質樸的筆觸，道出一種成熟而圓融

的人生感受與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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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現代詩鑑賞教學的方法 
 

現代詩的鑑賞教學不是偶然的，它是在一定的條件下進行的活動。作品是

鑑賞教學活動的基本條件，沒有作品便無法進行鑑賞。不過，並非所有現代詩作

品都有資格充當鑑賞對象。那些庸俗化、公式化、概念化的作品，不能給人以美

感，引人進入藝術勝境，相反只能僵化人們的審美感情，這樣的作品根本不能成

為鑑賞的對象。作品中有相應的生活經驗、文化知識和思想水準以及能給人感

受、理解、想像而具有藝術美的作品，才能作為鑑賞對象。 

然而鑑賞一首詩，正如蘇東坡在　題西林壁　中所說：「橫看成嶺側成峰，

遠近高低各不同。」很難找出「放諸四海而皆準」的鑑賞原則來。鑑賞活動必然

帶有鑑賞者個人的主觀色彩。文學鑑賞雖具有主觀性，但是任何一篇文學作品一

經產生，便具有存在的客觀性。也就是說文學作品，不以鑑賞者的主觀意志為轉

移而客觀存在著，每個人可就自己的審美意識，進行鑑賞活動。如何鑑賞現代詩？

(一)從主題上鑑賞、(二)從布局上鑑賞、(三)從聲律上鑑賞、(四)從修辭上鑑賞、(五)

從神韻上鑑賞。 

 

（一）從「主題」上鑑賞： 

早在戰國時期孟子就提出理解作品的方法，他於《孟子‧萬章》中說：「故

說詩者，不以文害辭，不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詩‧大序》說：

「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志，就是作者的思想感情，也是創作的主題思想。「以

意逆志」就是從作品全局著眼，去分析整篇的意義，進而探索作者的創作意圖，

即了解認識作者的主題思想。好的詩歌其主題要能新穎獨到，是別人沒有想到或

未曾說過，鑑賞者要能與作者神交，想的比別人深，說的比別人透，才是真正了

解詩。 

一部成功的作品，一篇傳世的奇文，都是各種寫作要素的完美結合體。而在

其中多種美的要素裡，又首推美的主題為至關重要。美的主題，首先是表現出作

者的美的心靈，美的創作目的，美的人生觀與世界觀。儘管作品中情節有起有伏，

典型性格有正有反，人物命運有喜有悲，但揭示生活中的真、善、美，始終是人

類靈魂工程師們所追求的目標。所以在教學過程中揭示作品主題美的教學方法是

一個很重要的教學重點。如，玉鶴(非律賓)〈野生植物〉： 

 

有葉 

卻沒有莖 

有莖 

卻沒有根 

有根 

卻沒有泥土 

 

那是一種野生植物 

名字叫 

華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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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詩寫的是海外華人的鄉愁和尋根意識，寥寥數語將這一宏大主題寫得

曲盡柔腸。詩人從紛紜萬千的世相中，感受並捕捉到「野生植物」這一意象，以

此作為自已主觀情感的對應物，表現出獨到的審美體驗。第一節用排比、頂真手

法，將三組肯定與否定相糾結的句式貫通一氣，寫出某種植物尷尬的生存狀況。

這究竟是一種什麼植物呢?第二節作了回答：「那是一種野生植物」。如果僅僅

如此，這首詩也就無足稱道。妙就妙在結句上，它使前面所有舖墊都有了意旨的

歸宿，便全詩頓時耐人品味。  

 

再如，陳坤崙〈無言的小草〉： 

 

祇要你看不慣 

你就拿著鋤頭把我除去 

像犯了大罪一樣用火把我燒成灰 

祇要你疲倦了 

你就躺在我的上面 

讓我獨自嚐嚐被欺侮的滋味 

祇要你閒著無聊 

你就把我柔嫩的根莖拔掉 

像撕破一張紙那麼容易 

把我生命結束 

不管你待我如何 

我祇有忍耐 

因為我祇是小小的草 

我也一直等待 

有一天要吃你的脂肪 

然後將你掩蓋 

 
陳坤崙，1952 年 1 月 31 日出生，高雄市人。曾任大舞白書苑出版社編輯，現為春暉語文中心主任、

春暉出版社、春暉印刷廠負責人。曾創辦《文學界》，停刊後，1991 年再與友人創刊《文學台灣》雜誌。

1975 年獲優秀青年詩人獎。著有詩集《無言的小草》(1974 年)、《人間火宅》(1980 年)。 
 
〈無言的小草〉一詩選自作者同題的第一部詩集。 
全詩文句淺白，意象明朗，隱含著作者恆在忍耐卻具有強勁堅毅的人生觀。 

一般提到草這類植物，我們會立刻聯想到唐朝詩人白居易的五言律詩〈草〉：「…‥

野火燒不盡，春風吹又生。遠方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充分表現這種柔性

植物生命延續的耐力，但是，白居易想表達的卻是「萋萋滿別情」的傷感情緒。

同時，也曾想到美國詩人桑德堡（1878－1967）的精緻小詩〈草〉，他說：「……‥

我是草，我蓋沒一切。……我是草，讓我工作。」（施穎洲譯，見《世界名詩選

譯》）。 
桑德堡表現的主旨是「草」具有野性不馴的征服力，雖然其外表柔弱，詩人

特意安排幾處歷史上的著名戰場，雖然有人獲勝，有人落敗，終歸遭萋萋芳草所

吞滅。戰爭戰場固然象徵雄渾剛強，但勝於它的卻是柔草，這不也傳達了「柔能

克剛」的哲理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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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草性的柔弱，不堪一折，因而，它只能含悲忍辱的成長，順其自然的活

著，因而，它的生命哲學該是沈默，這股沈默情性，詩人特意用「無言」二字裝

飾，以求濃化「沈默」的悲劇性。 
全詩分四段，前三段自成一完整單元，詩人採用節節進逼的發展過程，加強

效果，末段才點明創作的旨意。  前三段，作者分別以「鋤草」、「踐踩」、「拔

草」三組並行的意象，刻劃小草無言的忍受外在折磨。草，當然也具有生命潛力，

可是，在人類眼光中，卻是微不足道，因而，在礙眼、疲倦(需要休息)、無聊(無
所事事的順手一折)，就可以了結它的生命。 

在具有同情悲憫心懷的詩人看來，草何嘗不也是一種生命，如同某些柔弱無

依需要保護的生命，草，難道不值得疼愛憐惜嗎?為此，詩人從反面著筆，一再

以「祇要」口吻質詢。儘管種種橫逆挫折不斷發生，做為無言的小「草」祇有忍

耐，含悲忍辱的承受折磨，一方面它認清自身是「小小的草」(夠卑微的)、一方

面也了解自身的潛力一一終有一天掩蓋對方。 
每個生命都有一份成長中的期盼，做為「小小的草」，它唯一的希望就是「等

待」，就像桑德堡說的「蓋沒一切」，它也要掩蓋「你」，直到你被吞噬一一埋

在地下，這時，它勝利了。 
詩中的「你」，可以指人類的每一分子，在接受小草的質詢，也可以特指與

草為敵或自認強權且侵略成性的動物。在此，我們毋寧專指社會上強權得勢之

輩。人際之間，往往會有凌駕與壓抑的輪迴現象出現，今天，你得勢掌權了，明

日呢?我想，詩人表現的主旨不是忍耐，一味甘之如飴的忍耐，而是勸諭人間該

有的和諧，置對方於死地般欺凌的行為，終究只是暫時。 
當我們肯定詩是從仁愛出發，那麼，詩人對人間的關懷，自然是重要的課題，

這也是部份有心人士再三強調楊喚說過的詩句一一今天，詩人的第一課，是要做

一個愛者和戰士。從這一點看陳坤崙這首詩，雖然題名「無言的小草」，並非真

的無言，通篇表露了深厚的哲理。再如，張志民的〈「人」這個字〉： 
 

聽書法家說： 

書道之深，著實莫測！ 

歷代的權貴們 

為著裝點門面 

都喜歡弄點文墨附庸風雅， 

他們花一輩子功夫 

 

把「功名利祿」幾個字 

練得龍飛鳳舞， 

而那個最簡單的「人」字， 

卻大多是 

缺骨少肉，歪歪斜斜

 

此詩主題，顯然不在談「書道」，在談做人的道理。詩中大談「書道」，只

是作品的表面意義。丁國成分析說： 

 

「人」字，雖然筆畫不多，卻很難寫。筆畫多的字，寫時可以藏拙，「人」

字只有兩筆，寫時無筆可「藏」。要寫好「人」這個字，必須筆畫骨力健

爽、神韻清高。寫得太肥了，必然「缺骨」；寫得太瘦了，必然「少肉」。

只有寫得肥瘦得體、有骨有肉，方能韻致可人，堪稱佳品乃至妙品或神品。

如果寫不好筆畫少的「人」字，那麼，即使能夠寫好筆畫多的「功名利祿」

之類的字，也算不上真懂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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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貴寄意」，歷代達官貴人都喜歡舞文弄墨，詩人借題發揮，對只會寫

「功名利祿」幾個字的人，批評他們「也算不上真懂書道」，由書法到人格，所

以本詩主題的深層意義，在借「書道」大談「人道」。詩人通過書法家的話，表

達作者自己的人生體驗，暗喻權貴只在追求「功名利祿」，毫無風骨，只會做個

「歪歪斜斜」的人。本詩所以能給予讀者深刻的啟發，正是本詩主題要人能從書

道體悟做人之道，構思不同凡響，耐人尋味。 

 

 

（二）從「布局」上鑑賞： 

布局是指詩歌內在的結構章法組織形式而言。詩的結構，即句子首尾先後的

起結開闔、本末輕重、鉤挑呼應、回互周旋，佈置得使彼此一意相連，線索脈理

井然有序，組織很嚴密，也就是布局問題。所謂從「布局」上鑑賞，即對詩歌分

段結構、脈理照應處，不憚繁瑣，分析入細。好的詩歌是經得起理性的剖析，而

非傳統印象式的鑑賞家，一直主張好詩像「無縫天衣」，「只可意會不可言傳」。

如，高中《國文》所選鄭愁予的《錯誤》： 

 

我打江南走過 

那等在季節裏的容顏如蓮花的開落 

 

東風不來，三月的柳絮不飛 

你的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 

恰若青石的街道向晚 

跫音不響，三月的春帷不揭 

的心是小小的窗扉緊掩 

 

我達達的馬蹄是美麗的錯誤 

我不是歸人，是個過客…… 

 

詩一開始兩句採長短句交錯排列形式，「短句暗示過客之匆匆，長句暗示

思婦等待之悠悠」，這種敘述手法，在作用上起了統攝全詩的作用，給本詩定了

淒美的基調。 

這首詩的結構分為「始、中、終」三部份，作者運用時空變化，時間由長

漸短，空間由大到小，情理與時空交會，寫出一個倦守春閨如蓮花開落的少婦內

心的寂寞、期待與失望，構成美麗淒哀的效果。 

本詩時空經歷四次的轉換，首節以廣闊的「江南」為背景，以「蓮花的開

落」含蓄地點出季節的數度變遷；中間一節先把時間限定到「三月」，寫「東風

不來」、「柳絮不飛」的寂寞小城，此後進一步把時間縮小到「向晚」，寫「跫

音不響」的街道，不揭的「春帷」、緊掩的「窗扉」；末節又以「我不是歸人，

是個過客」一句，將鏡頭放大拉遠到虛無而廣闊的空間和連綿不斷的時間長河

中。伴隨著這四次時空轉換，詩中主角的感情的變化也有戲劇性的轉換。楊廣敏

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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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她聽到達達的馬蹄聲由遠而近，該是何等欣喜！長久的等待終於有了消

息與希望，可是，馬蹄聲又由窗下急馳而去了，她看到的只是騎著朦朧的

背影她該是何等失望！這著實是一個美麗而殘酷的錯誤。 

 

對於這首詩的抒情內容鑑賞者不難把握，但當「錯誤」與「美麗」兩個詞

語配在一起時，這在修辭學中是所謂矛盾語的一種修辭法，鑑賞者在欣賞「美麗

的錯誤」矛盾語時，勢必探討「錯誤」為什麼是「美麗的」？這會促使鑑賞者去

思索「美麗的錯誤」的深層意義？要想把握「美麗的錯誤」的深層意義，首先須

探明「錯誤」形成的緣由。有這一「美麗與錯誤」的矛盾語，因此在解讀時，就

產生許多歧解。舉其大要如下： 

水晶認為錯誤的形成，只因少女的心扉緊掩；或者，他另有所盼，另有所

期，詩人遂在交臂錯過驚艷的一剎那，在少女眼中，不是歸人，而是個過客。錯

誤是因女子而起，少女在詩中採取了主動。 

黃維梁在《怎樣讀新詩》中指出，這首詩中的「我」透視了女子的內心世

界，不但知道女子此刻在寂寞中等待，更知道她已等待了一段綿長的日子（「那

等在季節裏的容顏如蓮花的開落」），因此，「我」極可能是女子日日夜夜盼望

的「歸人」。在整首詩中「我」站在「主動」的角色，控制著女子感情的起伏。

「我」與女子分別後，騎著馬兒周遊江南，女子在寂寞中盼望著「我」的歸來，

這是「我」所深知道的。她總留意青石道上的「足音」，隨時準備迎接「歸人」。

終於「我」騎著馬回來了，對她而言，這馬啼聲是美麗的，因為日日盼望的歸人

回來了。然而「我」只是過路而已，「打江南走過」並不停留，她誤會了，自然

又失望又傷心。「美麗的錯誤」不是詩中女子的原因，而是「我」一手造成的。 

任悟的說法，詩中的男主角並沒有「打江南走過」的真實行為，「打江南

走過」只是他的幻想，也就是佛洛依德所說的「白日夢」。詩中所有的情節都是

幻象，當從幻想回到現實，天涯海角的阻隔，遙遙無期的相思，令男主角痛苦不

堪。因此，那幻想中「達達的馬蹄」，無疑是一種「美麗的錯誤」。 

我認為把「美麗的錯誤」的責任推給任何一方，都是錯誤。錯誤不是「我」，

也不是「女子」，而是兩人在時空交錯中，沒有「交集」錯失良機。一方面是「因

少女的心扉緊掩」，造成「歸人」變成「過客」；一方面「我」看到「春帷不揭」

以為她另有所盼，另有所期，因此不敢作「歸人」，只好又當「過客」。 

再如，鄭炯明的《乞丐》： 

 

我走在黑暗的小巷 

沒有人看我一眼 

 

我蹲在閃爍的陽光下 

沒有人看我一眼  

 

我躺在公園的椅子上 

沒有人看我一眼 

 

我暴斃在一家店舖的門口 

卻吸引成群看熱鬧的人 

《乞丐》是鄭炯明的代表作之一。詩人選取乞丐從生到死的代表性生活片

段，生前沒有人看一眼，無人關心，死後惹人圍觀的乞丐形象，刻畫呈現出來。 

這首詩在布局上，是由一個意念「乞丐的死」進行聯想與想像，產生「在

黑暗小巷」、「在閃爍的陽光下」、「在公園的椅子上」等一系列意象，這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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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是並列的，形成輻射狀的章法結構，統攝在「暴斃在一家店舖的門口」這一意

象中。 

乞丐這一社會現象，可以說任何社會都存在著，從古代延續至今天。社會

無法消滅貧窮，也就無法消滅乞丐。詩人塑造乞丐在黑暗小巷中忙茫然的走著，

在閃爍的陽光下慵懶的蹲著，在公園的椅子上無聊的躺著，最後在街道一家店門

口暴斃。 

通過詩人捕捉乞丐不同而具特色的生活剪影，匯集成乞丐一生的生活寫

照。詩中描繪乞丐活著時所受到的冷漠、排斥、白眼、欺侮，及死後所受的圍觀，

正是現實社會人際疏離的真實寫照。社會上對貧困潦倒，已經熟視無睹，麻木不

仁；對死亡可以見死不救，甚至以幸災樂禍看熱鬧的心情，看待乞丐的死亡，令

人寒心。 

本詩除了章法上採用輻射狀布局外，在藝術技巧上，每一節都是運用意象對

比的方法。一方面描繪乞丐處境，一方面寫人們對乞丐的態度，兩相對映烘托出

詩人內心深處的邏輯思維，體現詩人的人道關懷。正如姚玉光所說： 

 

我們認為，與其說乞丐是作者著意刻畫的藝術形象，還不如說是作者敘述

視角的一種自覺選擇。作者以一個飽經飢寒，歷盡世態冷暖的貧困者的特

殊視角，來透視社會貧富的分化和分配的不公，控訴現代社會中人與人關

係的無情和殘酷，用哲理思想化的手法，把自己的思想投射物化到乞丐身

上。從詩歌抒情的調式裡，我們看到的是詩人強烈的不平和冷峻的思索。 

 

我們在詩中看到詩人採用輻射式布局，及運用象徵和對比的藝術技巧，將

乞丐形象與社會文化結合在一起，給予讀者冷峻的思考空間，是一首技巧嫻熟的

詩歌。 

 

 

（三）從「聲律」上鑑賞： 

聲律是指詩歌的節奏、句型旋律及用韻協律等。現代詩由於「詩無定節，

節無定行，行無定字」，因此詩歌節奏不像古典詩那樣整齊劃一，但好詩節奏還

是分明的，也重視音節上的旋律和諧，以求達到聲情的協和美感。在用韻協律方

面，現代詩用韻不像古典詩那樣嚴格，有的甚至不用韻，但就多數作品來講，還

是講究用韻的。不過有一些所謂自由詩，是不講究聲律的。自由詩是詩體大解放

的產物，在當時是起過積極作用的，但總的來說，流於鬆散者太多了。原因在於

許多詩人寫失實在很不講究音節與旋律，他們不了解詩和散文的區別在於它的語

言更有鮮明的節奏感。針對這一情況，聞一多提倡建立新詩格律，是很有見地的。 

聞一多要求新格律詩要具有三種美：即音樂美，繪畫美，建築美。所謂「音

樂美」，指的是音節與旋律的美，詩人最重節奏，構成詩的節奏要素是音尺、平

仄和韻腳；所謂「繪畫美」，指的是詞藻的運用，要體現出中國象形文字的視覺

方面的印象，他常借助富有色彩的語言來創造「濃麗」的意象，通過色彩的對比

以強化感情，追求畫面的生動與勻整；所謂「建築美」，指的是節的對稱和句的

均齊，也就是說美要建築在音節、句子之間的一定比例上，美是和諧與比例、秩

序與對稱的融合。如，紀弦的《你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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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了世界上最輕最輕的聲音， 

輕輕地喚你的名字每夜每夜。 

 

寫你的名字。 

畫你的名字。 

而夢見的是你發光的名字。 

 

如日，如星，你的名字。 

如燈，如鑽石，你的名字。 

如繽紛的火花，如閃電，你的名字。 

如原始森林的燃燒，你的名字。 

 

刻你的名字！ 

刻你的名字在樹上。 

刻你的名字在不凋的生命樹上。 

當這植物長成了參天古木時， 

呵呵，多好，多好， 

你的名字也大起來。 

 

大起來了，你的名字。 

亮起來了，你的名字。 

於是，輕輕輕輕輕輕輕地喚你的名字。 

 

 

紀弦《你的名字》，這首詩不但有「感覺」聽到呼喚，同時看到寫與畫，而

且夢到「你的名字」，表現一種刻骨銘心的愛戀之情。立民在賞析紀弦《你的名

字》中說： 

 

詩歌抒情的方式概括起來可分為兩大類：奔進式和舒緩式。《你的名字》

可以說同時兼具兩種抒情方式。詩的開頭似一首樂曲的開始，由長笛奏出

徐緩柔和的主題歌，寧靜而溫柔。「用了世界上最輕最輕的聲音，／輕輕

地喚你的名字每夜每夜。」如一少女輕輕對情人低語。即使每夜都這樣輕

輕地喚「你」的名字，但心上人不在身邊，只能任寂寞纏繞著「我」這顆

孤獨的心靈。然而詩人似乎不甘寂寞，喚「你」的名字沒有回應，便「寫

你的名字，／畫你的名字。」「我」以全身心的愛思念著「你」，以至產

生了夢幻效果，在夢中夢見「你」發光的名字。第三節「刻你的名字！／

刻你的名字在樹上。／刻你的名字在不凋的生命樹上。」句式不斷拉長，

表示思念的情感也不斷地增強。第二節與第三節詩人所採用的為奔進式的

抒情方式。詩的結尾用七個「輕」字，由奔進式抒情轉為舒緩式，如同樂

曲的最後一個音符漸漸消失在靜夜裡。兩種抒情方式交織在這首詩中，有

急有緩，節奏鮮明，成功地表現了詩人愛的情感，實為抒情詩之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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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首詩還善用「復沓」（「最輕最輕」、「每夜每夜」、「名字」、「你的

名字」）迴環（「你的名字」、「輕輕地」）的結構美學，給人感受到一種圓順

流暢、優美動聽的旋律，宛如一首動聽的輕音樂。 

再如鄉土詩，黃勁連的《擔菜賣蔥》： 

 

一枝扁擔 

二腳草籠 

為著生活鑽活縫 

街路邊  擔菜賣蔥  

 

雖然是小生理  

但亦有阮淡薄的希望  

一日二日  

一工二工 

希望有成功的一工  

 

有時風冷  

有時霜凍  

為著阮厝內大小 

這枝扁擔毋敢放 

 

一人啊一種命 

每一人的都合無相仝 

阮也認命 

大街小巷 

全精神擔菜賣蔥 

 

一年二冬 

三年五冬 

希望有成功的一工 

 

這是一首用閩南語朗讀的鄉土詩，常被編為學校鄉土教學補充教材，莫渝

曾於國語日報撰文推介。詩歌內容以表現市井小人物賣菜的小販，「為生活奔波

勞碌求取平安成功的卑微希望」。 

全詩五節，一、三、五節分別是四行及三行，二、四節五行，每節詩句又

長短相間，參差錯落，造成波動性的旋律。每行詩的音步，短句以二音尺，每行

兩個「二字尺」或「三字尺」為主；長句以三音尺，每行用兩個「二字尺」和一

個「三字尺」，或一個「二字尺」和兩個「三字尺」為原則所構成。舉第二節為

例： 

 

雖然是∣小生理 

但亦有∣淡薄的∣希望 

一日∣二日 

一工∣二工 

希望有∣成功的∣一工 

 

本詩各節押韻以「東、冬」韻為主，音調響亮，聲情呈現樂觀進取的小人物

生命情調。再如，沈尹默〈三弦〉： 

 

中午時候，火一樣的太陽，沒法去遮攔，讓他直曬著長街上。靜悄悄少人行路，

只有悠悠風來，吹動路旁楊樹。 

誰家破大門裏，半院子綠茸茸細草，都浮著閃閃的金光。旁邊有一段低低土牆，

擋住了個彈三弦的人，卻不能隔斷那三弦鼓蕩的聲浪。 

門外坐著一個穿破衣裳的老年人，雙手抱著頭，他不聲不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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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的第二小節寫景也寫人。在第一小節沈悶的背景中，一扇破門，一段低低

的土牆，傳來三弦在斷牆頹垣鼓蕩的聲浪，使原先寂寞、煩悶感又添加幾許沈重。 

詩的最後一小節用特寫方式寫人。描繪一個身穿破衣，雙手抱頭，不聲不響的老

人。這樣的特寫嘎然而止，詩人用意何在？漆瑗說：「他的面貌神情雖不可見，

然而他的動作、姿態卻表明那聲聲波動的三弦，正激起他心中的共鳴，並表現出

他內心的孤寂與沈痛。」老人內心的孤寂與沈痛，正反應當時環境的衰老與沒落，

詩人借三弦彈出人道的關懷，以及對世道沒落的喟嘆。 

歷來為人稱道的是〈三弦〉的音樂性所表現出來的聲律之美。陳思清對三弦

的聲律美加以賞析說： 

沈尹默古典詩詞造詣很深。在〈三弦〉裡，他頗為高明地通過雙聲疊韻大量

的運用，以強化音節的形象性，使詩篇富有音樂美，譬如第二段共三十一個字，

雙聲疊韻竟有二十多個。胡適分析說：第二段「旁邊」以下長句中，旁邊是雙聲；

有一是雙聲；段、低、低、的、土、擋、彈、的、斷、蕩、的，十一個都是雙聲。

這十一個字都是「端透定」（Ｄ．Ｔ）的字，橫寫三弦的聲響，又把「擋」、「斷」、

「彈」、「蕩」四個陽聲字和七個陰聲字（段、低、低、的、土、的、的）參錯

夾用，更顯出三弦的抑揚頓挫。（〈談新詩〉）聽覺的美感和視覺的美感相結合，

給詩篇帶來了無窮的韻味。 

本詩善於引用雙聲疊韻來幫助音節的和諧，造成有韻味的音樂效果。 

 

（四）從「辭采」上鑑賞： 

詩歌是語言的藝術，詩的媒介是語言。語言是表情達意、思想交流的工具。

而詩歌語言是對平常實用語言的提煉，將語言詩化，用意象語言使詩具有形容

美。所以在精鍊的詩篇中，很重視詩歌中「字」、「句」的鍛鍊與修辭技巧。因

此，我們在閱讀鑑賞現代詩時，既要通觀全篇，又要逐章逐句乃至逐字分析推敲，

從而體會作者所以如此淺詞造句、選音定字的用意。不同風格的詩篇，各具修辭

的特色，呈現不同典型的風采，宜加以細細涵詠，以體會出語言的美感，藉以豐

富與提升人的精神境界。辭采的種類繁多，如巧與拙，平與奇、濃與淡、雅與俗、

剛與柔、藏與露，都有不同的美感。鑑賞時，宜於辭采中品出其中不同情韻的美

感來。如，林徽音的《笑》： 

 

笑的是她的眼睛，口唇， 笑的是她惺忪的捲髮， 

和唇邊渾圓的漩渦。 散亂的挨著她耳朵。 

艷麗如同露珠， 輕軟如同花影， 

朵朵的笑向 癢癢的甜蜜 

貝齒的閃光裡躲。 湧進了你的心窩。 

那是笑———神的笑，美的笑： 那是笑———詩的笑，畫的笑： 

水的映影，風的輕歌。 雲的留痕，浪的柔波。

 

這首詩描寫一位美女攝人的倩笑，詩人捕捉瞬間的感覺，寫意式的呈現美女

笑容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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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詩第一節著重寫「笑」的形態，運用比喻和比擬的修辭技巧，寫出笑的神

韻。徐榮街分析說： 

 

笑「如同露珠」一般「艷麗」，動態靜寫，突出其明艷、鮮麗的視覺享受。

像花一樣的「朵朵的笑」，向「貝齒的閃光裡躲」，移就和比擬的修辭手

法把讀者聽、視覺感受交織在一起，加上「貝齒」、「閃光」一類詞語的

華美和「躲」的形象，使人像聽到了一個一連串咯咯的笑聲，又看到了女

郎嬌羞的神態。 

 

詩人覺得這種有聲有色的描繪不夠傳神，於是將女郎這種倩笑形容為「神的

笑，美的笑」，這笑會使人心靈淨化。詩人並將其比喻為「水的映影，風的輕歌」，

這種倩笑是輕輕的、歡愉的，既具體又富象徵美感。如水影，如風聲，這笑可望

而不可及，既清晰又朦朧。給讀者美不勝收、妙不可言的感覺。 

第二節著重寫「笑」的意態，詩人為了襯托笑容的美，形容為像剛睡醒的捲

曲的頭髮，「散亂的挨著她耳朵」，詩人將它譬喻成有如花影般輕軟，給人的感

覺是癢癢的，甜蜜蜜的，而這甜蜜的感覺充滿心窩。詩人將這倩笑比作「詩的笑，

畫的笑」，是藝術的笑，如同「雲的留痕，浪的柔波」一般淡雅、綿長。徐榮街

說： 

 

這「笑」的效果的描寫烘雲托月般地側面表現了「笑」的嬌柔和甘美。 

 

詩人運用誇張而又幻想的譬喻，加上如柔波起伏流動的旋律，烘顯出明朗鮮

麗而富浪漫的情韻。 

再如，席慕蓉的《蓮的心事》： 

 

我 現在  正是 

是一朵盛開的夏荷 最美麗的時刻 

多希望 重門卻已深鎖 

你能看見現在的我 在芬芳的笑靨之後 

風霜還不曾來侵蝕 誰人知我蓮的心事 

秋雨還未滴落 無緣的你啊 

青澀的季節又已離我遠去  不是來的太早  就是 

我已亭亭  不憂  亦不懼  太遲 

 

這首詩中的荷花不是才露尖尖小角的新荷，也不是香消、色退、葉凋的殘

荷，而是盛開的夏荷。新荷宛如十二、三歲的女孩兒，充滿清新嫵媚的美；殘荷

大有美人遲暮之感，具有淒涼的美；而盛開的夏荷則恰似發育成熟的風姿綽約，

光艷照人的姑娘，洋溢著青春的美。 

這首詩通過夏荷這意象，詩意雖有點露但辭采用得靈巧，「我已亭亭／不

憂／亦不懼」，及「在芬芳的笑靨之後／誰人知我蓮的心事」，能真切地抒寫了

青年女子的心態。先以一、二節作鋪墊，才在第三節突出心事，曲折而不隱晦。

同時尾語「不是來的太早／就是／太遲」雖是俚巷俗語，但一經「無緣的你啊」

一語點化，去俗生新，令人回味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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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巧的辭采中，也不妨把詩中的「你」理解為心中的事業、理想的形象。

人生的道路並不平坦，機遇來的太早，「我」未成熟，不能及時把握，錯過了；

來的太遲，「我」已老了，無能為力，只能發出「鬢已星星也，悲歡離合總無情，

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的嘆息。人世間，懷有這種遺憾的人，實在太多、太多

了。 

 

（五）從「神韻」上欣賞： 

「詩言志」，志即理想、志向、精神境界。每個詩人都在通過自己的作品

「言志」，因此，欣賞詩歌時，要能掌握詩人所言之「志」，從中體察詩人的神

韻風華。詩的神韻有如一個人的氣質風格，詩歌神韻是依附在字句節奏與主題中

心思想上。凡是好的詩，其神韻有如美人的絕代風華，像君子優雅的氣質。如，

周夢蝶的《擺渡船上》： 

 

負載著那麼多那麼多的鞋子 

船啊，負載著那麼多那麼多 

相向和相背的 

三角形的夢。 

 

擺蕩著———深深地 

流動著———隱隱的 

人在船上，船在水上，水在無盡上 

無盡在，無盡在我剎那生滅的悲喜上。 

 

是水負載著船和我行走？ 

抑是我行走，負載著船和水？ 

瞑色撩人 

愛因斯坦的笑很玄，很蒼涼。 

 

這首詩象徵意味很濃，哲理性很強的詩。詩人通過對擺渡船上所見的思考，

隱隱寫出了人與自然、心靈與宇宙遇合過程中相互之間的作用，在一定程度上顯

示了現代人心靈的迷惘以及內心追求的無窮慾望。 

用「相向」與「相背」雙腳所構成的特定三角形圖形，暗喻著人生的奔波

和尋求。 

「擺蕩著」、「流動著」，既可視為船槳的划行和水波的湧動，也可視為

詩人內心世界某種意念的閃現和感情波浪的漣漪。詩人由人及船，由船及水，由

水及無盡，體會了自然的渺渺無窮，並把這種渺渺無窮與人的內心剎那間生滅的

悲喜連結在一起，也顯現出人的內在心靈的渺渺無窮與蒼茫感。所以才有誰是這

個世界主體的疑問？是人還是物？這兩難的困惑纏繞著詩人的心靈深處，有著

「莊周夢蝶」的況味。人類不斷地開發自然，自然又不斷地制約著人類，是誰主

宰著世界？詩人沒有做出明確的答案，只勾勒出一幅在瞑色中笑得很玄、很蒼涼

的愛因斯坦老人的畫像，給人留下巨大的想像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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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詩給人有濃重的智慧之光和理性色彩，內容與形式，感情與哲理和諧

地完美地達到統一。 

再如，徐志摩的《偶然》： 

 

我是天空裡的一片雲， 

偶爾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不必訝異， 

更無須歡喜 

在轉瞬間消滅了蹤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晚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記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亮！

 

這首詩表現了一種「飄逸瀟灑」的美感，傳達出一種飄逸而又瀟灑的情懷。

對舊日情懷採取一種灑脫的態度，而不是糾纏；對舊日情感採取一種理智的態

度，而不是任情沈溺，不能自拔。 

當一個人必須從舊日陷得很深的痛苦和感情危機中走出來時，他應該灑

脫。在一個充滿各種人生危機的現代社會裡，一個現代人應該有對生活的灑脫態

度，沒有必要陷入種種感情的漩渦中。然而，同時也應該有對理想、對事業、對

愛情的追求具有理性而認真的態度。因為「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即使

「相逢在黑夜的晚上」，也不可迷失。 

再如，席慕蓉的《一棵開花的樹》： 

 

如何讓你遇見我 

在我最美麗的時刻    為這 

我已在佛前    求了五百年  

求它讓我們結一段塵緣  

 

佛於是把我化作一棵樹  

長在你必經的路旁  

陽光下慎重地開滿了花  

朵朵都是我前世的盼望 

當你走近    請你細聽 

那顫抖的葉是我等待的熱情 

而當你終於無視地走過 

在你身後落了一地的 

朋友啊    那不是花瓣 

是我凋零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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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相思是痛苦的。為著自己久久的相思與深深的愛戀，期望在他在美

麗的時刻與意中人締結良緣，這似乎是一般人世間所無法了卻的「塵緣」。可是

這少女並不甘心，在人的世界不可能實現的，在佛的世界也許能夠實現。於是，

她向佛祈禱了五百年，佛終於滿足了少女的心願，把她變成一棵樹生長在路邊。 

為了讓意中人在自己最美麗的時刻遇見到她，樹在陽光下慎重地開滿了

花，並且每一朵都灌注了少女前世的盼望。少女的盼望卻是那樣難以實現，樹在

靜靜翹望，花兒朵朵怒放，葉兒輕輕顫抖，我們似乎都能感到，樹幹是少女美麗

高挑的身影，花兒是她渴盼的心，葉兒是她無語的唇。如果情人心有相知，那麼

他一定會被少女的癡情而陶醉，一定會為花兒的凋零而落淚。也許是樹的話語太

輕太輕，也許是花朵的含義無法讀懂，也許是他沒有感受到少女等待的熱情，當

他走過，沒有駐足細看，沒有側耳傾聽，五百年的盼望，五百年的祈禱，在五百

年後的瞬間化為泡影，這怎能不讓少女痛苦、令少女傷心。「而當你終於無視地

走過在你身後落了一地的朋友啊，那不是花瓣是我凋零的心」，看來佛只

能滿足少女的心願，卻無法實現少女夢寐以求的「塵緣」。 

全詩沒有一個愛字，卻把熱烈、真誠、執著的愛情表露無遺，然而「你」

終究是「過客」而不是「歸人」，留下她「凋零的心」，五百年的心血又轉眼成

空，令人感傷。席慕蓉的詩歌往往呈現「悶燒型」的韻味，像古典戲劇中的「青

衣」、「苦旦」角色。 

 

五、結語 
 

現代詩經過欣賞活動，使作品的內在價值得以實現，藝術生命得以延續，現

代詩作品借助其藝術感染力，對欣賞者起潛移默化的影響，並滿足人們精神生活

的需要。欣賞者通過鑑賞優秀現代詩作品，心靈被陶冶、淨化，進而影響並改造

社會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