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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近年來，「文學流派」、「古典詩歌典律史建構」是本人研究的二
大主軸，而論述的進路之一，就是考察「文學」與「文化」之間的
交互作用。在此一進路下，本計畫由「文學」與「經」、「史」會
通的角度，對陳維崧的「詞學」，開發一系列的論題。這是延續先
前，本人透過專題，對「文學」與「莊禪思想」體用相即的研究成
果而來，欲藉這兩方面論題的對照，全面地省思中國古代文學與文
化的交互作用。據此，本計畫的提出，對本人的學術歷程而言，實
有必要，由此可見研究的累積性與延續性。
本次計畫分二年期執行。第一年就陳維崧提出「詞」與「經」、「
史」會通的理念，予以新解。第二年就陳維崧實踐上述理念的詞學
行為結果，予以析論。此一研究，雖凸出陳維崧詞學追求「詞」與
「經」、「史」會通的一面，但也總攝「陳維崧整體詞學」。同時
為了詮釋的需要，而建構相關「詞學傳統」、「經學傳統」與「史
學傳統」，展現跨學科的研究取向。
這項研究所涉及的陳維崧詞學史料，當中許多內容，過去較少獲得
學界深入研究；是故預期成果應可對學界既有論述，發揮補充的作
用。此外，因研究所需，而附帶進行《今詞苑》校注、「陳維崧資
料彙編(詞卷)」、以及「清人清詞選本彙編」等文獻的收集、整理
，預估這項成果亦能對學界做出史料貢獻。

中文關鍵詞： 陳維崧、清詞、今詞苑、陽羨詞派、存經存史

英 文 摘 要 ： This plan by the angle of integration between Ci poetry and
Chinese Classics and History, forthe ci words of Chen Wei
song(陳維崧), develops a series of theses.This was the
extension of formerly myself research results.According to
the above, this plan for myself academic course, really has
the necessity, thus it can show studies accumulation and
continuous nature in myself research history.
I intend to spend two years practicing the plan. The first
year aim at the idea about integration between Ci poetry
and Chinese Classics and History which was proposed by Chen
Weisong(陳維崧), and gives it the new solution.The second
year analyzes how to practice the above idea by Chen Wei
song(陳維崧).
This item of research involves the Ci works of Chen We
isong(陳維崧), were little touched and explained by the
educational world in the past. Therefore the anticipated
achievement should be possible already to supply new
viewpoint to the educational world.

英文關鍵詞： Chen Weisong ,Qing Ci, Jin Ci Yuan, Ci School named
Yangxian, Preserv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and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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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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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報告處理方式： 

1. 公開方式： 

□非列管計畫亦不具下列情形，立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一年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2.「本研究」是否已有嚴重損及公共利益之發現：否 □是 

3.「本報告」是否建議提供政府單位施政參考 否 □是，    （請列舉提供

之單位；本部不經審議，依勾選逕予轉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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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中英文摘要及關鍵詞(keywords) 

 

一、 中文摘要及關鍵詞 

近年來，「文學流派」、「古典詩歌典律史建構」是本人研究的二大主軸，而論述的進路之一，就

是考察「文學」與「文化」之間的交互作用。在此一進路下，本計畫由「文學」與「經」、「史」會通

的角度，對陳維崧的「詞學」，開發一系列的論題。這是延續先前，本人透過專題，對「文學」與「莊

禪思想」體用相即的研究成果而來，欲藉這兩方面論題的對照，全面地省思中國古代文學與文化的交

互作用。據此，本計畫的提出，對本人的學術歷程而言，實有必要，由此可見研究的累積性與延續性。 

本次計畫分二年期執行。第一年就陳維崧提出「詞」與「經」、「史」會通的理念，予以新解。第

二年就陳維崧實踐上述理念的詞學行為結果，予以析論。此一研究，雖凸出陳維崧詞學追求「詞」與

「經」、「史」會通的一面，但也總攝「陳維崧整體詞學」。同時為了詮釋的需要，而建構相關「詞學

傳統」、「經學傳統」與「史學傳統」，展現跨學科的研究取向。 

這項研究所涉及的陳維崧詞學史料，當中許多內容，過去較少獲得學界深入研究；是故預期成果

應可對學界既有論述，發揮補充的作用。此外，因研究所需，而附帶進行《今詞苑》校注、「陳維崧

資料彙編(詞卷)」、以及「清人清詞選本彙編」等文獻的收集、整理，預估這項成果亦能對學界做出

史料貢獻。 

 

關鍵詞：陳維崧、清詞、今詞苑、陽羨詞派、存經存史 

 

二、 英文摘要及關鍵詞 

This plan by the angle of integration between Ci poetry and Chinese Classics and History, forthe ci 

words of Chen Wei song(陳維崧), develops a series of theses.This was the extension of formerly myself 

research results.According to the above, this plan for myself academic course, really has the necessity, thus 

it can show studies accumulation and continuous nature in myself research history. 

I intend to spend two years practicing the plan. The first year aim at the idea about integration between 

Ci poetry and Chinese Classics and History which was proposed by Chen Weisong(陳維崧), and gives it the 

new solution.The second year analyzes how to practice the above idea by Chen Wei song(陳維崧).  

This item of research involves the Ci works of Chen We isong(陳維崧), were little touched and 

explained by the educational world in the past. Therefore the anticipated achievement should be possible 

already to supply new viewpoint to the educational world. 

 

Keyword ： Chen Weisong ,Qing Ci, Jin Ci Yuan, Ci School named Yangxian, Preserv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and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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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報告內容 

一、前言 

 近年來，「文學流派」、「古典詩歌典律史建構」是本人研究的二大主軸，而論述的進路之

一，在於就「文學」與「文化」之間的交互作用，探討「流派」的構成與詩詞「典律」的形塑。

前幾年所申請的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雖以詩學為主；但對於詞學的研究也持續進行，並未中斷。

本次計畫便以陳維崧的詞學為研究對象，關注點在於「文學」與「經」、「史」之文化傳統的關

係，而可與前次計畫所關注「文學」與「莊禪思想」之文化傳統的關係，相互比觀，有助於全面

地省思中國古代文學與文化的交互作用。據此，本計畫的提出，對本人的學術歷程而言，實有必

要，由此可見研究的累積性與延續性。 

陳維崧向來被學界視為陽羨詞派的領袖人物。不過，對「陽羨詞派」是否成派，當代學界另有

不同的意見。如欲解決此一問題，有必要先對陳維崧的詞學作總體的梳理，以做為探討陽羨詞派

是否成派的參照知識之一。基此，本計畫的研究目的暫時不在於判定「陽羨詞派」是否成派；而

是在於建構未來研究「陽羨詞派」是否成派的前置知識。文中雖然使用「陽羨詞派」一詞，只不

過用以說明本計畫的論題係建立在何種學術論述的脈絡下；不代表已經確定「陽羨詞派」可以成

派。以下使用「陽羨詞派」皆做此意。 

對於陳維崧的詞學，如今學界反復、集中論述者，乃是他於〈今詞苑序〉(《今詞苑》或稱《今

詞選》)提出「存經存史」，藉此推尊詞體的意義；以及他的詞作，由早先「多為旖旎語」(陳宗

石跋語)，到後來「磊砢抑塞之意，一發之于詞」(蔣景祁〈陳檢討詞鈔序〉語)的創作歷程及詞風

變遷。固然，如清人蔣景祁所述，陳維崧「諸生平所誦習經史百家古文奇字，一一於詞見之」，

可見他的思想文化來源多端；然而，陳氏既於〈今詞苑序〉云「為經為史，曰詩曰詞，閉門造車，

諒無異轍」，而特意闡明「經」、「史」與「詩」、「詞」同質一本的關係，可見在特定時期，

他更傾向「詞體」與「經」、「史」相互滲透，體用相即，互為表裏的密切關係。 

是故，本計畫優先從「經」、「史」的面向，參酌過去學界較少觸及與深究的史料，對陳維崧

的詞學提出新的研究論題。為了全面地呈現陳氏相關詞學的意義，故本計畫所提出的論題，除了

涉及陳維崧的詞論，也兼顧他的詞選與詞創作，故以「陳維崧詞學綜論」為題，概括上述諸面向，

而以「『詞』與『經』、『史』的會通」，彰明本研究論述的取向。 

 

(一)「陳維崧詞論」之研究的新議題 

 

陳維崧曾據「經」、「史」，以推重「詞體」，然又不專於詞體，於詩、於文，莫不表現如

此。他曾推尊「經」、「史」，以之做為通貫一切文學創作的本源價值，並由此認知「詞體」與

其他文類共通的本質，而非專意於把「詞」從其他文類中特立出來，強調它之為倚聲的辨體特性。

然而，若將他的觀點，與後起的儒士張惠言相較，張氏論詞，亦援「經」以尊詞體，和陳維崧立

場看似類近，卻少見張惠言稱引陳維崧為同路人。這當中便可能存在如下問題：是否因為二人對

「經」、「史」的觀點，認知不一，以致於此？ 

是故，對於陳維崧「文崇經史」(此處的文，泛指文學，非特指古文)的研究，便不能滿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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籠統描述而已，還應該要進一步探問，他所標舉、認知的「經」、「史」為何？他所接受或排拒

的「經」、「史」傳統為何？他在何種特定的「經」、「史」傳統下，重新思考、定義文學的本

質與功能？又他透過何種特定文學本質與功能的規定，重新思考、界定「經」、「史」的意義？

換而言之，要從「文學」與「經」、「史」雙向滲透，二者互釋的角度，去掌握陳維崧「文崇經

史」的意義。陳維崧對「詞體」本質與功能的思考，自應繫屬於此一總體文學觀之下。是故，深

入研析他所表述的「文崇經史」的觀念，便是理解、詮釋他如何推尊詞體的重要前提。 

現今學界研究陳維崧的詞論，所據的史料，主要為陳氏所撰〈今詞苑序〉，此外，也稍涉陳

氏為他人詞集所撰寫的序跋。今日所見的《陳迦陵文集》收錄二篇〈今詞苑序〉，一篇為散體，

一篇為儷體。儷體在《今詞苑》係署名潘眉。由於這篇序文的作者歸屬有爭議，因此，是否可做

為考察陳維崧詞論的依據，學界的認知不一。更重要的是，這兩篇序文所表述的觀念，皆涉及經、

史，可是見解差異不少，卻未獲關注。此外，陳維崧的文集中，另有大量的詩集序跋、文集序跋

與其他文書，所反復表述之「文崇經史」的觀念及特殊的立場，也較少獲得學界深入論析，並以

此作為理解、詮釋其詞觀的重要知識基礎，不免可惜。又前人在論述上，偏取〈今詞苑序〉中所

提到「才」、「體格」、「志」、「氣」、「變」、「通」，以及「存經存史」等「段落」，予

以觀念意涵的詮釋，而少見從「詞」與「經」、「史」會通，相向滲透，互為表裡的角度，由「語

境」互釋的觀點，重新詮釋〈今詞苑序〉「全文」的總體意義。故這類前人既有研究較顯「詞學

本位」的視域，而與注重分科專門的那類當代學術風氣合流。 

本計畫另由「詞」與「經」、「史」會通，雙向滲透的觀點，開展陳維崧詞論研究的新議題。

此即陳維崧「選詞所以存詞，其即所以存經、存史」的主張，一方面針對當時「鄙詞不為」的文

士與「學詞」而「矜香弱」、「以清真為本色」的詞人而發，意欲援引「經」、「史」的文化意

涵，對於「詞體」的意義與價值進行改造，以扭轉當時文士的「詞體」觀念。此一改造的結果，

在於提出、形塑新的「語境」以便重新定義「詞體」，相較於唐宋以迄清初由詞家之言說、編選、

創作諸行為對「詞體」的論述與實踐所累積的「歷史語境」而言，有其「獨特」性。另一方面，

則藉著重新定義的「詞體」，去印證、詮釋「經」、「史」的觀念，從而改造、扭轉當時文士的

「經」、「史」觀念。此一改造的結果，在於提出、形塑新的「語境」，以便重新定義「經」、

「史」，相較於歷代由儒士、史學家之言說、傳注、著述諸行為對「經」、「史」觀念的論述與

實踐所累積的「歷史語境」而言，具有「承變」的二重性。基此，陳維崧的「存經」、「存史」

之說，實涵有「詞體」與「經」、「史」雙向互釋的特質，而顯「會通」的意義。 

前人的研究成果，已不乏由明末清初「經世致用」的學術思潮與「詩史」的傳統為基礎，說

明陳維崧「存經」、「存史」之說與上揭思潮、傳統之間一脈相承的關係。這種論述的進路，旨

在比對、說明陳氏「選詞」、「存詞」所以「存經」、「存史」之說與上揭思潮、傳統所述觀念，

二者的類同處。因此獲得的成果比較偏向闡發上述改造「詞體」意義與價值的一面，但因大多未

梳理唐宋以迄清初由詞家的各種詞學行為而來，對「詞體」觀念所積澱的「歷史語境」以為對照，

故所得尚有未達究竟之處，而有待本計畫續成。至於陳維崧藉由詞體觀念的改造，而重塑「經」、

「史」觀念的一面，尚未獲學界深入闡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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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陳維崧選詞、評詞、詞創作」之研究的新議題 

 

陳維崧的文學成就，除了表現在「詞」，其他如「詩」、「駢文」、「散文」也很受時人及

後人的讚譽。然而，為使論題集中，本計畫優先就「詞學」的面向探討陳維崧如何實踐「文崇經

史」的觀念。陳維崧的「詞學」著作，可包括《今詞苑》(與吳逢原、吳本嵩、潘眉合編)、《荊

溪詞初集》(與曹亮武等人合編)、詞集序跋、詞作評點(含詞集詞作和選本詞作)，以及詞創作等。 

本計畫將他所撰寫的詞集序跋、〈今詞苑序〉、論詞絕句、論詞詞等較顯論述取向的史料，

歸入上述「詞論研究」的議題之中。而在考察陳維崧體踐「文崇經史」的「詞學」行為，所根據

的史料，以陳氏所參與編選的《今詞苑》，陳氏對詞集詞作和選本詞作的評點，以及他的詞創作

為主；至於《荊溪詞初集》等選本及其他關涉詞學的著作為輔。其中，除了他的詞創作，較受現

今一般詞史、詞學批評史，或其他相關詞學論著予以論析；其他著作的意義，未獲學界足夠的關

注，因此本計畫提出專題深入研究。以下說明研究所採行的新論點。 

 

1、以《今詞苑》而言： 

 

陳維崧所參與的詞作編選，固然不止一種；然以《今詞苑》最見「存經存史」的理念。古代

選本編選的標準與理念，往往見於序文，而其編選的結果，亦往往呼應、印證選本序文所提出的

理論觀念。在這個行為模式的前提下，《今詞苑》的編選內容，理應具有用來印證〈今詞苑序〉

所表述之詞觀、文學觀的功能意義。除非編選者明確自述，不依循此一行為模式，否則對選本的

認知與研究，應以此為前提。據此《今詞苑》的編選結果在探究「陽羨詞派」或「陳維崧詞學」

的相關論題上，自有不可被忽略的價值。然而，現今學界卻少予重視和詳析。推究其因可能有三： 

其因之一，可能與現行館藏《今詞苑》的文獻不易調閱有關。《今詞苑》的版本現存可見者

是徐喈鳳資助刊刻康熙十年南磵山房刻本，原件收藏於北京國家圖書館，係海內孤本，僅有善本

膠卷可見。調閱時只能手抄，如需影印，則限定全書三分之一，已經前人複印的部分，後人不得

再印，而且單頁複印的費用極高。國內沒有此一膠卷，因此難以展開研究。 

其因之二，當與過去有關中國詞學史、中國古典詞學理論史、清代詞學批評史的建構與書寫，

對「詞學」所預存的特定認知及選材取向有關。此一認知取向在於以「詞論」做為「詞學史」建

構的主要內容。在這類論述的視域下，選本與評點等史料的意義與價值，較少獲得開發。就〈今

詞苑序〉的內容而言，係觀念的闡述，符合上述取向，因此能進入「詞學史」書寫的論述視域之

中，然而《今詞苑》的主體卻是作品編選，這部分自然較難進入上述的視域，因而未獲深刻的討

論。 

其因之三，則與現今詞學界對陳維崧的專題研究所偏取的視域有關。在此一視域下，著重生

平考證、詞論及創作。其中，對「詞論」的關注，與上述「詞學史」建構的預設認知及選材取向

合流。究其內容，就是集中闡釋陳氏〈今詞苑序〉中所提出「才」、「體格」、「志」、「氣」、

「變」、「通」、「存經存史」等觀念，以及「尊體」的宣示。並以此為據，做為陽羨詞派立論

的基調。至於《今詞苑》的編選結果、陳維崧評點他人詞集與選本詞作的內容，也一樣不被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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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因而未予以深度的探討。 

《今詞苑》係由陳維崧、吳逢原、吳本嵩、潘眉四人合編。始於康熙八年秋天籌劃，至康熙

十年春暮刊行。收錄詞人有 110家，詞作共 461首，選錄範圍自順康之際以來十年，按小令、中

調、長調編排。書前目錄在各詞牌下羅列相關撰作詞人姓名，並諸詞人里籍。同時附有刊刻者徐

喈鳳與編者四人所個別撰寫序文共五篇。諸篇序文之中，只有陳維崧的序文，獲得學界的關注、

論析，其他人的序文少見討論。陳氏序文所提出的觀念，固然是重心所在，較諸他人序文內容，

亦有共同之處，如一皆流露「崇今」、「尊今」的評價態度。對於陳氏等人而言，對當時詞風未

必完全滿意，但他們的思考特色在於選擇、樹立某些當世、並世的詞作為模範，去扭轉、改造他

們所認定當時不良的詞風。這種肯定當世詞作的行為，就體現了「崇今」、「尊今」的價值觀；

而非一味援引、模擬唐宋古人詞作為尚。如吳本嵩〈今詞苑序〉云：「詩詞之道，莫盛於今日矣」、

吳逢原〈今詞苑序〉稱許所錄「今詞」，「列之南唐北宋諸名公間，直當越駕，何啻比肩哉」等。

不過，各人序文另有別出己見之處，因而互顯差異。但在編選的過程之中仍能彼此接納、包容，

故如徐喈鳳、吳逢原、吳本嵩等人序文所述，輒將此選結果，歸諸「四子」共同商榷認可而成。

據此，如欲全面掌握陳維崧編選《今詞苑》的觀點，則最好將書前合編者的四篇序文通讀。 

既然本計畫欲由原本以「詞論」為中心的詞學建構視域，轉向「詞選本」與「評點」，那麼，

對於《今詞苑》的研究，必然要處理編選的結果，如何與上述「詞」與「經」、「史」會通之理

念相互印證的議題。這是因為，只有通過獲選詞作的分析，才能完整地掌握陳維崧等人欲藉著《今

詞苑》所體現的「經」、「史」觀念意義，進而與文集中所表述的「經史」觀，相互比對、參照、

呼應與融整。據此，在本計畫的論述脈絡下，對陳維崧〈今詞苑序〉的理解與詮釋，將兼取編選

的結果，以資印證。 

 

2、以陳維崧對詞作的評點而言： 

 

除了《今詞苑》之外，陳維崧也評點詞作，散見各處，如趙式輯《古今別腸詞選》，便收錄

了陳維崧等人的評點。此外，陳氏還對多位清初詞人詞作評點，其中評意涉及「經」、「史」者，

值得關注。如評陳世祥《含影詞》卷下〈沁園春〉(帶露拈花)云：「其波折處有龍門章法在」(按：

司馬遷自述「遷生龍門」)，評龔鼎孳《香巖詞》卷下〈賀新郎〉(誰使清光卷)云：「文兼雅怨，

義本風騷，幽憤則楚澤〈九歌〉」，評任繩隗《直木齋全集》卷八〈卜算子〉(何處有君平)云：

「詼諧笑傲，一詞中概括〈日者〉(《史記‧日者列傳》)、〈滑稽〉(《史記‧滑稽列傳》)二傳，

大奇大奇」，評史惟(維)圓《蝶庵詞》二集〈沁園春〉(漠漠塵途)云：「磊落以取勢，蒼健以立

格，如龍門作〈伯夷列傳〉，都無恒筆」，又續評〈沁園春〉(歲月如馳)云：「稼軒詞云：『我

覺其間，雄深雅健，如對文章太史公』，即以移贈」等等。 

上述詞集詞作「評點」所涉「經」、「史」之意，今人劉深已指出關注。但這類研究成果，

大多著重於輯錄陳維崧對詞集詞作的詞評，尚未廣泛收羅選本內所附錄的陳維崧評點。在論述上

大多對詞評內容進行表層的歸類，而尚未就這類評語，尤其意涉「經」、「史」者，所指向的他

人詞作，在「語言形構」上的特質，予以詳細分析，歸納其間的共通處，以逆證陳氏所謂「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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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之義。也尚未將這類評說的結果，和《今詞苑》的編選結果、陳維崧文集中的「經史」觀

念，相互對照比觀，明其同異，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發掘陳維崧對「文崇經史」的思考，是否

可能因歷程變遷，而有不同的指歸與偏重。又陳維崧對他人詞集或選本詞作的評說，所持的觀點

多元，則這類意涉「經」、「史」的評語，相較陳氏評說的多元總體觀點，呈現何種地位及特色，

亦值得探討，卻還未獲得學界深入研究。此外，隨著學界對清初詞集、詞選善本的整理、刊行，

則更多陳維崧評點他人詞作的內容，可望續出，本計畫將廣蒐這類史料，就上述設定的論題，予

以深入探討。 

 

3、就陳維崧的詞創作而言： 

 

本項所欲處理的論題是，陳維崧如何藉由詞創作實踐「詞」與「經」、「史」會通的理念。

雖然，「獲侍先生(按：指陳維崧)於里中十有餘載」的蔣景祁，(《迦陵先生外傳》)已於〈陳檢

討詞鈔序〉指出這一點，但他並未指實哪些陳氏詞作可為印證。又據南開大學出版康熙年間手抄

稿本《迦陵詞》所附的多名清人評點，不乏對陳維崧的特定詞作，如何呼應「經」、「史」意義，

一一指明。然而這些史料，只能說明清代若干文人，亦操持「經」、「史」的觀念，評說陳維崧

的詞作；未必可做為論述陳維崧自覺由詞創作實踐「詞」與「經」、「史」會通之理念的直接證

據。 

然《今詞苑》中選入陳維崧的詞作十七首，倘依前述《今詞苑》的編選結果，可能體踐序文

所揭示的理念，即「存經存史」，那麼這十七首詞作具有如下重要意義：此即可見陳維崧自述、

自選用來實踐「詞」與「經」、「史」會通之理念的詞作風格。 

由於學界過去沒有深入《今詞苑》，因此在論述陳維崧如何通過詞創作以實踐「詞」與「經」、

「史」會通之理念的論題時，或斷以己意，或援用旁人評說陳維崧詞作的觀點為據，因此未必貼

近陳氏的本意。此外，這十七首詞作，於主題、題材、表現手法，相較於陳維崧總體詞作風格而

言，是否呈現特定的趨向，也應該進一步深究。過去，學界雖已不乏分析陳維崧詞作風格的研究

成果，但於建構陳氏詞作風格類型，所需分類指標，大多尚未參酌古人對文體、作品分類的經驗

及論述，佐以現代學術有關文學類型與文體(或稱風格)的相關理論，而建立明確的定義，以供實

際分析、歸類、比較陳維崧的總體詞作，與《今詞苑》所錄總體詞作時，相對一致的基準。是故

這類既有作品分類成果，雖有精要之處，但未必能提供本計畫有效比對這十七首詞作的風格類型

所需要的參照知識。因此，就本論題而言，必須就陳維崧的詞集，重新建構其總體風格類型，以

為參照。 

 

上述《今詞苑》之編選、陳氏對「詞集詞作、選本詞作」的評點，以及他的詞作在實踐「詞」

與「經史」會通的理念上，所可能具有的開創意義，係本計畫所獨出的詮釋觀點。此詮釋觀點所

以形成原因之一，就是基於將《今詞苑》的序文及它的編選結果交互參讀而來，故與其他學者對

《今詞苑》的詮釋方向與結論並不相同，彼此可為互補。二○一○年三月，本人參加東華大學中

文系所舉辦的〈第四屆文學傳播與接受國際學術研討會〉時，發表了〈「詞」與「經」、「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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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會通：以陳維崧的「詞學」為例〉一文，該文集中於《今詞苑》的史料，對上述的論點進行初

步的思考，但所論簡略，又僅及陳維崧的〈今詞苑序〉而未兼論其他合編者之序文，故未正式發

表出版。 

此外，以下必須處理的論題，在上揭會議論文中，也還未進行，諸如：還未建構風格類型區

辨指標，據以逐首詳析《今詞苑》選錄詞作的題材、主題、表現手法、用典修辭，以便全面而細

膩地呈現《今詞苑》的編選取向，以及可能蘊涵、體現的各種「經」、「史」觀念。對於《今詞

苑》編選者的諸篇序文，所涵具的詞學觀念與陳維崧「文崇經史」的總體文學觀，二者所具的關

係，還未予以完整而深刻的闡釋。對於陳維崧文集內諸篇序跋、詞作評點、詞創作所涉及的經史

理念，還未予以深入探究。又對於上述論題，在詮釋上所需要憑藉的「詞學傳統」、「經學傳統」

與「史學傳統」等參照知識，還未予以完整的建構。由於這些尚待處理的論題所涉史料、觀念十

分豐富，故本人提出此一多年期研究計畫續成。 

 

    二、研究目的 

 
本次計畫以二年期來進行規劃，以下依據前言，逐一說明各年子題及研究目的： 

 

第一年(102.08-103.07) 

  子題名稱：「詞」與「經」「史」會通的理念：重探陳維崧的詞觀與經史觀 

 

在此一子題下，主要就下列論題展開：(一)詳析陳維崧文集或其他論詞的創作中，所表述的「文

崇經史」觀，以做為詮釋他詞觀的重要前提。(二)梳理唐宋以迄清初由詞家的總體詞學行為而來，對

「詞體」觀念所積澱的「歷史語境」以為對照，呈現陳維崧改造「詞體」結果的獨特性。(三)梳理歷

代由儒士、史學家之言說、傳注、著述諸行為對「經」、「史」觀念的論述與實踐所累積的「歷史語境」

以為對照，呈現陳維崧藉由詞體觀念的改造，而重塑「經」、「史」觀念的結果，如何承變上述的歷史

語境。(四)將陳氏的論述，置入「詩」、「經」、「史」會通的論述傳統之中，以彰明它的意義。 

此一子題的目的，在於說明陳維崧如何透過「觀念論述」，彰明「詞體」與「經」、「史」雙向互

釋的特質，而顯「會通」的意義。並做為第二年子題的參照基礎。 

 

第二年(103.08-104.07) 

子題名稱：「詞」與「經」「史」會通的實踐：以陳維崧參與的詞選、詞評及詞創作為主 

 

在此一子題下，主要就下列論題展開：(一)建立風格類型區辨指標，據以分析、歸納《今詞苑》

等選本選錄詞作的風格類型。並建構清初詞創作的各種風格類型，以對照《今詞苑》等選本的編選取

向。同時將此一成果與陳維崧文集中的「經史」觀比對、印證。(二)就陳維崧評點他人詞作，而可見

「經」、「史」之意的這類評語，所指向的作品，依據上述的風格類型區辨指標，分析、歸納它們的風

格類型，在此基礎下，說明這類評意，相較陳氏評說詞集的總體觀點，呈現何種特定趨向；並與《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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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苑》等選本的編選結果、陳維崧文集中的「經史」觀比對、印證。(三)就陳維崧的詞作中，入選《今

詞苑》者，依上述的風格類型區辨指標，分析、歸納它們的風格類型，以見陳氏藉著何種風格的詞作，

自覺體現「詞」與「經」「史」會通的理念。並說明此一創作趨向，相較陳氏總體詞作風格類型，呈

現何種特色。綜合上述三個論題，考察陳維崧對「文崇經史」的思考，是否可能因歷程變遷，而有不

同的指歸與偏重。 

此一子題的目的，在於說明陳維崧如何透過編選今詞、評點詞作，以及詞創作，去體現「詞體」

與「經」、「史」會通的理念，從而扭轉清初詞風。 

 

三、 文獻檢討 

以下對文獻的評述，分二個面向：第一面向，乃是就現當代學術論著，所處理的論題係以陳維

崧的詞學為主，因而與本計畫直接相關者，進行評述，藉此「對照」本研究論題之「新意」及必要性。

第二面向，乃是就本計畫論題所涉及陳維崧的著作、歷代詞學史料的整理情況，以及其他和本計畫間

接相關的國內外學術論著，說明這類成果對本計畫所具有「對照」、「支援」的意義。 

 

(一)學界既有陳維崧詞學研究成果評述： 

 

1、有關陳維崧詞論的研究成果： 

 

這方面集中在闡釋陳維崧的〈今詞苑序〉，如嚴迪昌《陽羨詞派研究》第四章第一節「力尊詞『意』

的本體功能論」、《清詞史》第二編第一章第一節「陽羨詞派的創作實践和理論主張」，即以陳維崧〈今

詞苑序〉中對「才」、「志」、「氣」、「變」、「通」的觀點為主，去概括「陽羨詞派」的詞論，而略及陳

維崧其他詞集序跋為輔證。並且肯定陳維崧在推尊詞體上的成就。其他如方智範、鄧喬彬、周聖偉、

高建中、施蟄存合著《中國古典詞學理論史》下編第一章第二節「陽羨派詞論」，由「發生論」、「功

能論」的詮釋架構，去闡明陳維崧〈今詞苑序〉的意義，並略及陳氏其他詞集序跋若干為輔證。所得

大致類同嚴迪昌之說。 

此外，以「詞史」的論題為限定，對陳維崧〈今詞苑序〉局部段落進行詮釋。例如葉嘉瑩〈清

代詞史觀念的形成與晚清的史詞〉，已藉由上探宋代以來，與「詞史」相關的「詞」之創作現象、詮

釋方法及作品，說明清代「詞史」觀念形成的原由，其間便涉及陳維崧相關論說。嗣後，張宏生〈清

初「詞史」觀念的確立與建構〉，主要就孟棨、錢謙益、吳偉業等人有關「詩史」、「詩與史通」的論

述，說明陳維崧的「詞史」觀，與這類論述一脈相承的關係，以及此一觀點能在傳統的詞學中開展新

意。文中還由陳維崧所述《樂府補題》的創作背景，以及陳氏以「古文筆法」對曹爾堪某一首詞作予

以評論的意見，推斷「將詞法與史法結合，以對寫史方法的比附作為創作價值的某種重要體認」，是

「構成詞史說的重要內涵」。張宏生之文正是由「敘事手法」去理解陳維崧所謂「史」的意義。 

在張宏生的論文之前，本人已發表〈論清代「詞史」觀念的形成與發展〉，文中主要據〈今詞苑

序〉詮釋陳維崧以作家性情為一切創作之本原的觀念，指出陳氏所謂「史」乃廣義地指宇宙人生、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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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化的種種境況，而與顧炎武、黃宗羲等文士所持「經世」之文學觀頗見類同；並集中闡釋序文中

「才」、「體格」、「志」、「氣」、「變」、「通」，以及「存經存史」等「段落」的意涵。其他如黃雅莉〈清

代詞論中的「比興寄託」說析論－以雲間、陽羨、浙西三詞派為探究中心〉則探討陳維崧及其他陽羨

詞人對「比興寄託」之觀點。 

這類研究成果，較顯陳維崧援引「經」、「史」以改造詞體的一面，故著重比對陳氏的「詞史觀」

與清初「詩史」論述一脈相承的關係。不過，在這類成果中，少見將陳維崧改造詞體的結果，置入唐

宋以迄清初所累積的詞學傳統中，詳析其獨特性。又對於陳維崧如何透過詞體的重新定義，以改造儒

士、史家所持的「經」、「史」觀念，亦未見深入探討。 

 

2、有關《今詞苑》編選結果的論述： 

 

蘇淑芬《湖海樓詞研究》第二章第二節已先引述吳逢原、徐喈鳳二人〈今詞苑序〉為據，對《今

詞苑》的刊刻年代、獲選詞家人數、選作數量、以及獲選詞人地域分布，予以簡要的介紹。其間雖述

及吳逢原、徐喈鳳、陳維崧等人的〈今詞苑序〉，但對吳、徐二文的內容所述較精簡；重點在於闡釋

《陳迦陵文集》所收錄的二篇〈今詞苑序〉，在觀點上與清初詞學的關係。 

後繼者閔豐《清初清詞選本考論》第一章已立專節「第一部嚴格的清人選清詞：《今詞苑》」以

更多的篇幅對《今詞苑》的編選起始、完成年代、編選結果進行評述。該文一方面就郡邑詞派及詞人

群體的角度對獲選詞人進行「選陣」分類；同時已就陳維崧〈今詞苑序〉、吳逢原〈今詞苑序〉詮釋

《今詞苑》的「宗派意識」與「選愁」的「選心」。又就《今詞苑》的編選結果，比對同一詞人風格

相近的詞作，以及該詞人特定詞作在同時期其他「詞選本」中被選錄、輿譽的情況。並特別凸顯《今

詞苑》中所錄「詠史」、「懷古」的主題類型。這篇論文雖然能夠兼顧陳維崧之外，其他合編者的序文；

不過重點在辨明《今詞苑》與秋水軒倡和的關係，對於潘眉的序文論述甚少。至於本計畫所設定的論

題，諸如《今詞苑》附錄各篇序文所述詞學觀念的同異；陳維崧〈今詞苑序〉與他的《文集》中可見

的詩集序跋、文集序跋、詞集序跋等，二者所述「經」、「史」觀念的同異；陳維崧等人的編選行為，

所流露的「崇今」意識對漢代王充所提倡之「鴻儒」、「貴今」而定義的「經」、「史」觀，所具有的承

續意義；《今詞苑》的編選所體現「詞體」與「經」、「史」互釋的特質等等論題，在這類論著之中，

未見詳論。 

 

3、有關陳維崧詞作風格的論述： 

 

如嚴迪昌《陽羨詞派研究》第五章「陽羨詞派創作成就總論」，乃是分別由「抒民生之苦哀」、「悼

家國之淪喪」、「多情綿邈的風土民俗詞」、「憂生傷逝的親情友情詞」，歸納「陽羨詞風」的題材情意

類型。第六章「陽羨詞宗陳維崧論」，則就「迦陵詞風演變的歷程」，以及「稼軒、迦陵詞風異同辨」

開展研究陳維崧詞風的進路。後人大多循此進路，進行更細密的討論。 

諸如蘇淑芬《湖海樓詞研究》第五章「《湖海樓詞》內容探析」，則就「家國之思」、「社會詞」、

「風土民情詞」、「婦女詞」、「昆仲詞」更全面揭明陳維崧詞風的多元樣貌。書中第六章「《湖海樓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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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寫作與特色」，已就「文章句法」、「議論」、「比興寄託」、「題材」、「風格」歸結陳維崧的寫作技巧

與特色。該書第三章綜合「詞作」與「詞論」二方面探討陳維崧與清初詞壇的關係。其他如周絢隆〈論

迦陵詞以文為詞的傾向－兼論陳維崧革新詞體的得失〉等均屬之。 

這類研究成果，雖已對陳維崧詞作風格，予以分類。但大多尚未建構詞作風格類型的區辨指標，

以供分析、歸納、比較陳維崧的詞作，乃至於《今詞苑》所錄總體詞作、清初詞人總體詞作時，相對

一致的基準。 

 

4、有關陳維崧評點詞集的研究： 

 

如劉深〈陳維崧詞評輯錄〉，輯錄了王晫、王士祿、尤侗、史惟(維)圓、任繩隗、吳偉業、宋琬、

陳世祥、陸求可、陸次雲、黃永、梁清標、董以寧、董俞、程康莊、魯瀾、龔鼎孳諸詞家詞集中所附

刻的陳維崧評點。朱秋娟〈陳維崧詞學話語圈與其詞學理論〉，主要對陳維崧評點他人詞集的評語內

容，予以分類、描述。從而對陳維崧的詞論內容，提出補充。並就其他淸初詞人的評語，與陳維崧相

近之處，說明陳維崧與友人所共享的詞學話語圈。 

這類論述雖已指出「在陳維崧的詞評中最值得注意的仍是其『詞存經存史』的尊體觀念」，但既

未詳析詞評指向的詞作，所具風格特色為何；也未將之和《今詞苑》的選作、陳維崧文集中的經、史

觀進行比對，詳析其間的異同；又還未就這類詞評，在陳維崧評說詞作的總體觀念中，所呈現的特色

與意義，予以詳析；更未據此探究陳維崧對「詞」與「經」、「史」會通的思考，是否存在著歷程變遷

而來的多元意涵。又上文所提及《古今別腸詞選》等等諸選本中所附刻的陳維崧評點，少見學界予以

詳論。 

 

    5、有關陳維崧生平的研究： 

 

如蘇淑芬《湖海樓詞研究》專章探討陳維崧的生平及其與清初詞壇文人的交遊。其他尚有陸勇強

《陳維崧年譜》、周絢隆《陳維崧年譜》等。周絢隆一書引用了「傳本極少」的《亳里陳氏家乘》、《商

丘縣續志資料》，與《迦陵詞》手稿本等文獻史料，對陳氏的家族世系、陳維崧於河南的行跡，以及

宜興陳氏與商丘侯方域家族的關係，做詳細的考辨。 

 

6、有關陳維崧詞接受史研究： 

 

如張宏生〈雍乾詞壇對陳維崧的接受〉、李睿〈論陳維崧詞在清代的接受〉等。這類研究已能將

研究的視域由詮釋陳維崧詞學本身的意義，拓展至後人如何評論陳維崧的詞學。不過，所建構的「接

受史」，在面向上有所專取，如僅考察陳維崧詞作被接受的情況，而少及陳氏其他選詞、評詞的著作

被接受的情況。又所據以建構陳維崧在清代被接受的史料，或是限定於某一時期，而未必通觀清代全

體。或是在論述上，僅引述少數詞話、文人詞作中對陳維崧的評述為據。因此，在呈現清代不同時期

對陳維崧詞學的接受史全貌上，還留下可供後人續究之處。此外，康熙年間手抄稿本《迦陵詞》，附



14 
 

刻的清人評點，是觀察清人如何接受陳維崧詞作的重要史料之一。對此，白靜《手抄稿本《迦陵詞》

研究》第五章、第六章，特就署名的評家，評語五條以上者，考察他們的評點形式及評語內容。在此

一基礎上，分析、歸納手稿本《迦陵詞》評點所呈現的要點有五，分別是「存經存史的詞體觀」、「倡

導雄渾悲壯的詞風」、「重視『以文為詞』的創作方法」、「主張言為心聲」、「不主一格」。此一研究成

果，在於對手稿本的評語，予以第一序的分類、描述。不過，尚未深入這類評語，所表述的「經」、「史」

的觀點，是否等同陳維崧之說，或是另外含有評者的特定認知，給予分析；也還未將這類清人評點，

對陳氏「詞」與「經」、「史」會通之全幅理念，可能存在的選擇性認同、呼應與改造的論題，予以詳

究。 

 

上述六項成果中，以「詞論」、「詞作風格」、「生平考證」的研究篇數最多，其次則為「接受史」。

至於「評點」及「《今詞苑》編選結果」最少。這種情況相當程度反映了現今學界對於陳維崧詞學或

「陽羨詞派」的研究取向，偏重「詞論」或「詞作風格」、「詞人生平」，在論述上較顯「詞學本位」。

由此可以「對照」本計畫凸出「選本」、「評點」的特色，以及將陳維崧詞學的研究，放在「詞」與「經

史」互釋而會通的詮釋角度，由「詞學本位」向「經」、「史」之文化層次開展的新意。 

 

(二)學界既有編纂陳維崧的著作、歷代詞學史料，以及與本計畫間接相關的國內外學術論著評述 

 

1、 對於陳維崧著作的版本研究與校點： 

 

陳維崧著、陳振鵬標點、李學穎校補《陳維崧集》以陳宗石輯《陳迦陵文集》，康熙二十六年至

二十七年患立堂刻本為底本，校以蔣景祁輯《陳檢討集》十二卷詩鈔十卷詞鈔十二卷，程師恭註《陳

檢討集》二十卷，聶先、曾王孫輯《百名家詞鈔‧迦陵詞》等書，內容收錄「陳迦陵散體文集」、「陳

迦陵儷體文集」、「湖海樓詩集」、「迦陵詞全集」、「陳維崧補遺」、「附錄他人為陳維崧所寫傳記、誌銘、

序跋」。南開大學出版康熙年間手抄稿本三色評點《迦陵詞》，書前有葉嘉瑩〈記南開大學圖書館所藏

手抄稿本《迦陵詞》(代序)〉一文，已詳述稿本的冊數、調數、首數、所附評點墨色、旁批、夾評、

評者署名位置、與刻本之間的關係、整理寫定的可能時間，及其所具有的文獻價值，可資參考。江曉

敏〈手稿本《迦陵詞》校讀記〉，就手稿本與患立堂刻本《迦陵詞》校對，推論手稿本是刻本的底本，

同時指出二書收錄首數、內容不同。白靜《手稿本《迦陵詞》研究》第二、三章，已就稿本流傳的情

況、文獻價值，圈點符號功能與批評形式，予以考察。這類研究成果，可以提供本計畫所需陳維崧詞

學著作的善本、版本參考。 

 

2、 對於唐宋以迄近現代詞家論述、編選、評點等文獻史料，予以彙編、考述、注釋或專題討

論的論著： 

 

對唐宋至近現代「詞論」的史料，予以詳盡的收羅者，如唐圭璋《詞話叢編》、朱崇才編纂《詞

話叢編續編》、張璋、張驊、職承讓、張博寧合編《歷代詞話》正編續編、鄧子勉《宋金元詞話全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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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意《明代詞學之建構》附錄明人詞學序跋、詞話滙輯、明詞評滙輯、沈澤棠等著、劉夢芙編校《近

現代詞話叢編》、施蟄存《詞籍序跋萃編》等等。 

對「詞話」進行考述者，如譚新紅《清詞話考述》則分別就「《詞話叢編》所收清詞話」、「《詞話

叢編》未收清詞話經眼錄」、「僅被徵引之清代詞話」、「清詞話待訪書目」予以考述，其結論可與前揭

論著參看，從而較為完整地呈現清代詞話存見的狀況。對「論詞絕句」的史料，予以詳盡的收羅者，

如王偉勇《清代論詞絕句初編》等，書中所錄作品大多注明原書出處，並予以繫年。此外，學界已對

個別「清詞選本」予以校點者，例如譚獻編、羅仲鼎、俞浣萍校點《篋中詞》等等。 

上述各類史料彙編、校點成果，對於本計畫建構詮釋陳維崧改造詞體的獨特觀點，所必要參照的

詞學傳統，皆能提供較為精良而完整的第一手史料，以利相關建構工作的進行。除此之外，張宏生主

編《清詞珍本叢刊》，所錄稿本、鈔本、刊本，保存了許多評點，其中可見陳維崧對他人詞集的評點，

提供了本計畫研究陳維崧相關詞學實踐之論題，所必須的史料來源。此外《全清詞》(順康卷)及補編，

廣搜清初詞人詞作，有助於本計畫建立比對《今詞苑》編選取向所需的清初詞作總體風格。 

其他以專題的型態，對唐宋以迄近現代詞家論述、編選、評點、創作進行研究的論著甚多，諸

如葉嘉瑩、吳宏一、陳文華、顏崑陽、耿湘沅、劉紀華、劉漢初、林玫儀、劉少雄、包根弟、王偉勇、

黃文吉、蘇淑芬、徐照華、徐信義、高美華、劉昭明、黃雅莉、卓清芬、林佳蓉、李文鈺、陳慷玲、

王秀珊，大陸學者王兆鵬、張宏生、孫克強、彭玉平、陳水雲、張仲謀、丁放、張劍等諸位教授俱有

相關論著，提供本計畫支援性的論點。 

 

3、 對清初詞風或遺民仕隱處境、文風進行論述者： 

 

一般清詞史、清代詞學批評史等書，已就詞論、創作等概述清初詞風，諸如嚴迪昌《清詞史》、

方智範、鄧喬彬、周聖偉、高建中、施蟄存合著《中國古典詞學理論史》、孫克強《清代詞學批評史

論》、陳水雲《清代詞學發展史論》、謝桃坊《中國詞學史》等。此外，亦有單篇論文針對清初唱和詞

風進行研究者，如彭玉平、李桂芹合著〈明清之際唱和詞集與《花間》餘波〉等。另外，就明清之際

遺民仕隱處境、文風進行論述者，如嚴迪昌《清詩史》、謝明陽《明遺民的「怨」、「群」詩學精神》、

王學玲《明清之際辭賦書寫中的身分認同》、嚴志雄《錢謙益之詩史說與明清易鼎之際的遺民詩學》

等。這類論著對於本計畫分析獲選作品的內容情意、或是用來詮釋《今詞苑》改造當時詞風、反思「忠」

之價值與意義的論題上，皆能提供背景性的知識，做為本計畫論述的支援。 

 

4、對於《今詞苑》之編選理念所關涉之思想家的論著進行註譯者，或是就「經」、「史」觀念之生

成變遷予以研究的論著： 

 

前者如王充撰，袁華忠、方家常《論衡譯註》、陳麗桂《王充》、邵毅平《論衡研究》等等。後者

如徐復觀《中國經學史的基礎》、龔鵬程《文化符號學》、錢穆《中國史學發微》、魏應麒《中國史學

史》、王爾敏《史學方法》等等。皆對於本計畫所需建構之「經學」、「史學」傳統的論題來說，提供

支援性的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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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對本計畫方法論之形成有所啟發的中西方理論： 

 

本計畫乃是結合讀者接受與歷史文化詮釋的進路，為詞家及選本研究建立一套方法論。這部分雖

為本計畫所獨出，然在觀念的啟發上，有得益於西方理論之處，以下擇要羅列相關論著：如﹝德﹞漢

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Hans－Georg,Gadame)所撰《詮釋學Ⅰ真理與方法》、姚斯(Haus Robert 

Jauss)、霍拉勃(Robert C.Holub)合著之《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姚斯(Haus Robert Jauss)所撰《審

美經驗與文學解釋學》，﹝德﹞瑙曼等人所撰《作品、文學史與讀者》，金元浦《接受反應文論》、《文

學解釋學》等等。此外，在建構風格類型區辨指標時所持的方法論，於觀念上，亦有得自於中西學界

對「文體」、「風格」、「文學類型」論述的啟發。如徐復觀〈文心雕龍的文體論〉、顏崑陽〈論「文體」

與「文類」的涵義及其關係〉等所述中國古代文論家對文體構成之論述與文章分類的思維模式，韋勒

克(Wellek, Rene)、華倫(Waren, Austin)所撰《文學論─文學研究方法論》對「文學的類型」於分

類方式、原則上的思考、安克威斯特(Enkvist)所撰《語言學與文體》、 雷蒙德‧查普曼 ( Paymond 

Chapman )所撰《語言學與文學：文學文體學導論》對「文體」的反思與規制等等。 

 

四、 研究方法 

 

第一年子題：「詞」與「經」「史」會通的理念：重探陳維崧的詞觀與經史觀 

 

為了達到此一子題的研究目標，本計畫所採取的方法計有分析法、綜合法、演繹法、參照法、

比較法。做法一，就陳維崧論述「文崇經史」所在詩論、詞論、文論等諸多文本語境，分析其間所涉

論題及各論題之間相互作用的關係，然後綜合說明此一論述內部的理論體系。在此一前提下，對〈今

詞苑序〉所表述的「詞體」與「經」、「史」的關係，予以演繹性的詮釋。做法二，梳理「詞學傳統」

對「詞體」所積澱的不同「歷史語境」，以為參照知識，用來比較陳維崧援引「經」、「史」以改造「詞

體」的獨特性。做法三，梳理「經學傳統」、「史學傳統」對「經」、「史」的觀念所積澱的不同「歷史

語境」，以為參照知識，用來比較陳維崧以「詞體」重塑「經」、「史」觀念的結果，並說明此一結果

所具有的承變意義。然後在上述三項結論的基礎上，闡明陳維崧「詞」與「經」、「史」會通理念的獨

特性。 

 

第二年子題：「詞」與「經」「史」會通的實踐：以陳維崧的詞選本、詞評及詞創作為主 

 

為了達到此一子題的研究目標，本計畫主要採取分析法、歸納法、比較法。做法一，參酌現代

學者的文體、風格、類型理論或論述，以中國古代文人分類詞作的眾多經驗與論述為基礎，歸納風格

類型區判的指標。做法二，依據前述風格類型區判指標，在同一基準下，對《今詞苑》等選本選錄詞

作、陳維崧詞評所指向的作品、陳維崧的總體詞作，以及清初詞風四方面，個別予以演繹性分析，然

後分別歸納、綜合各方面所呈現的風格類型。做法三，在做法二的成果上，將《今詞苑》的編選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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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向，與陳維崧詞評所對的作品風格取向，分別與清初詞風進行比較，從而彰明陳氏選評的特色。此

外，將《今詞苑》中選錄陳維崧的詞作風格，與陳氏總體詞風進行比較，從而彰明陳氏實踐「詞」與

「經」「史」會通理念的創作特色。四、以做法三的成果為基礎，分別由《今詞苑》、「評點」與「創

作」三面，逆證陳氏「詞」與「經」「史」會通的理念意涵，並與陳維崧文集中的「經史」觀比較，

明其「同」與「異」，從而說明陳維崧對「文崇經史」的思考，是否可能因歷程變遷，而有不同的指

歸與偏重。本項所採用的「比較法」，必以同一基準，如此方能使比較的結果，合理而有效。又對風

格類型區判指標的建立及作品風格的分析，固然有本人主觀體悟之處，而未必絕對客觀；但因以作品

語言為據，並非脫離古人經驗與作品語言實有的鑿空之論，是為主客視域交融的結果。 

 

五、 結果與討論(含結論與建議) 

 

本計畫為二年期。執行初步結果可由三方面敘述：首先是研究文獻的蒐集。計畫期間聘任多位

研究生兼任助理。其中，林秋彣、林雅雯兩位研究生，申請赴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交換學習半年，故

順帶執行移地研究計畫，利用北京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南京圖書館的館

藏，對本計畫研究所必需，卻未見臺灣館藏的善本文獻，予以抄錄，計有《今詞苑》、《荊溪詞初集》、

《古今別腸詞選》卷一所錄陳維崧評點、《雲韶集》；此外，也對前次計畫相關史料善本文獻予以續收，

如劉辰翁批點、袁宏道參評《韋蘇州集》五卷明刻本。收集成果內容龐大，待重新編排、校注，將正

式出版，茲先以精簡型態，附錄於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為了使本計畫的研究，可以發揮最大效益，除了善本史料的收集之外，本人也指導所聘任的研

究生助理，廣泛地運用歷代詞話、清詞珍本叢刊、清代詩文集彙編全 800冊、清詞選本、康熙年間手

抄稿本《迦陵詞》、清代論詞絕句、論詞詞，及其他各種資料庫，可見評說陳維崧的條目，及其序跋

傳記，皆予以收錄，以做為日後編纂「陳維崧資料彙編(詞卷)」、校注《今詞苑》的基礎。藉此收集

工作，訓練、提昇參與本計畫的研究生助理，依據論題，全面收集、檢別、歸納資料的能力，同時對

他們日後參與陳維崧詞學研究的論題，奠定良好的史料基礎。 

其次，除了史料彙集之外，分析相關史料文本，初步觀察結果如下： 

陳維崧曾推尊「經」「史」，以之作為通貫一切文學創作的本源。不過，由於他對「經」、「史」

的內容，在認知上，曾出現不同的方向，故而，對文學本質的思考，也就隨著不同的「經」「史」觀，

而有所調整。當他品論詩、文，多溯源《詩經》、《尚書》等六經，以及《離騷》；至於論詞、評詞，

雖然也曾主《詩》、《騷》，稱引《史記》筆法，但是最受關注的，是他泛稱經、史，而不專主一書的

論述。上述所論陳維崧對「經」、「史」的認知，當中可見他對儒家經典的推崇，不過，這份推崇，乃

是立基於性情、強調感興的功用，不在於客觀義理的追求。是故他屢屢自表不認同宿儒，也自述不認

可宿儒所習的「經典」，如《禮記‧內則》、《歸藏》。他雖然曾稱引友人對《離騷》的主張，而《離騷》

在漢代，曾被稱為「經」，但不似一般儒生，由「忠正伏節」、「優游婉順」去強調《離騷》的意義，

反而凸顯屈原被放的情懷。這一點，與他每由「恨人」，自嘲「清狂」來界定自我身份，相互呼應。 

今日學界對陳維崧論「詞」與「經」、「史」會通，所據文獻，係〈今詞苑序〉，這篇散體的序文，

所提出的「經」、「史」，並未指向特定的典籍，與前述陳維崧的「經」「史」觀不同。而在這篇序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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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氏所用以界定「經」、「史」的本質，主要本於撰作者的主體才性，由「穴幽出險」、「海涵地負」、「窮

神知化」、「竭才渺慮」所界定的主體條件來看，陳維崧所標舉，乃是一超越常人的理想人格，近於漢

代王充所主張的「通儒」，是故，他頗引王充為同調。撰作者，固然以具備此一理想人格為尚，而操

選政者，亦宜以此自許。是故他說：「選詞所以存詞，其即所以存經存史也夫」。這種經、史觀，不以

古人古作為貴，不自限於聖人之說，勇於「作而不述」。在此一觀念下，陳維崧讚賞庾信、徐陵的儷

體文章，雖非旨在闡述《莊子》義理、《離騷》隱義，但內容對當代時事，予以省思，所呈現的識見，

可謂高出《莊》、《騷》等經典，而奴僕之，進而可與《左傳》、《國語》等經書、史書並列。因此不認

同明代以來的文章辨體，每每囿於「儷體」格卑的成見，貶抑庾、徐。也在此一觀念下，陳維崧讚賞

蘇詞、辛詞，勇於打破詞體的成規，直抒性情，因而可與以韻語記時事之西京樂府、杜詩的詩史地位

並列。 

然而，《陳迦陵儷體文集》另收錄一篇〈今詞選序〉，這篇序文也收錄於《今詞苑》，作者署名潘

眉。由該序內容來看，推崇《莊子》、《離騷》，實與陳維崧同時所作散體〈今詞苑序〉觀點不同。雖

然這篇儷體序文是否出自陳維崧，存在爭議，然而《今詞苑》乃由四位編者共同商榷而成，是故，縱

使各人序文觀點不同，不過，編選過程之中，彼此接納、包容。因此，對陳維崧詞學的研究，也應參

看《今詞苑》其他三篇序文。據此，本人應國立師範大學國文學系邀請，撰寫相關論文一篇，題名〈清

初今詞編選與新文化觀〉，於 2015 年 11 月所舉辦的「2015 第四屆敘事文學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宣讀，以呈現研究成果之一。 

本計畫由原本以「詞論」為中心的詞學建構視域，轉向「詞選本」與「評點」，那麼，對於《今

詞苑》的研究，必然要處理編選的結果，如何與上述「詞」與「經」、「史」會通之理念相互印證的議

題。這是因為，只有通過獲選詞作的分析，才能完整地掌握陳維崧等人欲藉著《今詞苑》所體現的「經」、

「史」觀念意義，進而與文集中所表述的「經」「史」觀，相互比對、參照、呼應與融整。 

考察現今少數學者對《今詞苑》編選的結果，如何體現「存經」、「存史」的理念，大多採取如

下二種思考進路：其一，將「史」片面理解為歷史故事或敘事方法，而為理想的詞體題材、表現手法。

在此一進路下，多擷取《今詞苑》之中所錄「詠史」、「懷古」等為主題、題材的詞作為證。其二，從

漢儒以下所謂「以男女通君臣」的詩騷比興傳統，做為理解「經」之意義的一端。在此一進路以下，

對《今詞苑》之中所選錄歌詠男女之情的詞作，進行詮釋。這二種進路，固然有見於《今詞苑》編選

取向之一端，而具有若干學術價值。然尚未曲盡《今詞苑》編選取向的全貌。 

蓋就《今詞苑》所錄歌詠男女之情的詞作來看，大多是實寫情愛經驗及感悟，而以「直賦其情」

的表現手法出之；可以確斷為虛寫男女以通君臣之義的詞作，相對較少。此外，「友朋唱和」之類的

作品，選錄甚多。這類詞作，或是表達對友朋才情的欣賞，或是對友朋身世遭遇的同情與理解，或是

向友朋傾訴關乎出處進退的抉擇與隱衷，尤其是陳維崧與龔鼎孳唱和之作，或是龔鼎孳與其他友人次

韻唱和之作中，其內容涉及陳維崧的詞作多見選錄。龔鼎孳在《今詞苑》中獲選詞作數量高居第一，

其中屬於友朋唱和之作，所佔比例甚高。就這類型選作而言，係屬當世文人的生活經驗，未必可歸屬

已為陳跡的「歷史故事」；又在表現手法上，往往極羅列、鋪排事典之能事，可見富於才學。 

對於《今詞苑》之中多選實寫男女情事的詞作，以及表現當世文人生活經驗的「唱和」之作，

如何體現「經」、「史」的觀念，前行學者大多還未提出合理的解釋。這是因為他們往往在信守先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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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經世致用的「經」、「史」觀念下，去理解陳維崧所提出「存經」、「存史」的意義，是故對這類選

作的意義，只好略而不論。然而本計畫從陳維崧藉「詞體」重塑的意義，同時達到改造「經」、「史」

觀念的角度，認為陳氏以這類詞作來體現「經」、「史」的觀念，其所涵有的開創意義，至少可能有如

下數端： 

首先，上述選作呈現了《今詞苑》如何看待情愛書寫的意義。如陳維崧在〈今詞苑序〉批評當

時「矜香弱」、「閨襜冶習」之類填寫豔詞的風氣；此一批評不是站在「衛道」的角度，否定「情愛」

本身的價值。而是有見於那些書寫情愛的填詞行為，往往只是出自於題材情意類型的套用，不是作者

內心真有所感。從選本中所錄歌詠愛情的詞作來看，但凡抒發情人之間，因為被彼此的才藝所吸引，

進而相悅相愛相守，甚至事過之後，仍對此一情事無法釋懷的「癡情」，就是「常道」。不必拘守倫常

名分規範下的夫婦之情，方可為「經」；不必假借男女的虛象以喻託君臣之義，方可為「經」。 

其次，上述選作呈現了《今詞苑》如何看待友朋唱和的行為意義。順、康之際是唱和詞風頗為

興盛的時期。當時的文士，不乏在酒宴歡會的場所下從事唱和的行為。只是這類唱和，動機不一，其

中或有基於才情相惜的知音之情，而彼此交流仕隱上的難言之隱。更多時候，乃是在流派宗風的推揚

下，競相創作特定風格類型的詞作，以為呼應。例如張淵翼〈清平初選凡例〉云：「敝鄉自幽蘭三子

溯源導流，近來作者，抽秘騁妍，竟(競)相慕效」，沈雄《古今詞話》引黃周星之言：「蘭陵鄒祗謨、

董以寧輩分賦十六詞，雲間宋徵輿、李雯共拈春閨風雨諸什」、鄒祗謨《遠志齋詞衷》：「乙丑、庚寅

間，常與文友取唐人《尊前》、《花間》集，宋人《花庵詞選》及《六十家詞》，摹仿僻調將遍」、陳維

崧《湖海樓文集‧任植齋詞序》：「憶在庚寅、辛卯間與常州鄒、董游也。文酒之暇，河傾月落，杯闌

燭暗，兩君則起而為小詞。……其在吾邑中相與為倡和，則植齋及余耳」。「庚寅、辛卯」指順治七、

八年，則據陳維崧的自述，他早年也曾追慕雲間所宗尚的花間詞風，而與鄒、董二人相唱和。 

但是，到了他撰寫《烏絲詞》的階段，已經對被收入順治十七年至康熙四年所刊刻之《倚聲初

集》內，那些模習《花間》宗風的詞作，感到「噦嘔不欲聽」。因此，《今詞苑》選錄了大量陳維崧與

龔鼎孳二人藉由唱和，來傾訴彼此身世之感的詞作，這是有意凸顯這類行為，以指出唱和應有的方向，

不在於盲從流派宗風。蓋在歡宴的場合，與友朋知音互訴志向、懷抱，本就出自人性之需，這才是「常

道」。然而如龔鼎孳的政治節操，不免爭議。而陳維崧〈今詞苑序〉亦舉政治節操有爭議的庾信之作，

以為足堪表徵「經」、「史」之觀念。據此，《今詞苑》多選龔氏之作，則其中就可能涵有對漢代以來，

由統治者所欲彰顯之「忠君」的價值，去界定「經」之意義的傳統，給予省思。是故《今詞苑》所錄

「友朋唱和」的詞作，其中流露的志向、懷抱雖不盡符合統治階層所倡導的「忠」，然其既出自人性

之所必需，亦可為「常道」。此一重新省思「忠」的結果，相較明末清初另有遺民標舉屈原為「忠」

之典範的論述，頗見差異。據此，以真切的感受書寫情愛，或與友朋唱和填詞，就是「經」。編選這

類作品，就是「存經」。 

再者，由《今詞苑》選錄鋪排典故之詞作的結果來看，可見陳維崧等編選者頗注重文士「博學」

的涵養與「運筆」的才力。但若就獲選詞作中所抒發的情感，大多關乎作者自身仕隱處境的切身感受

來看，則編選的意義不在於鼓舞文士致力於累積知識；而是要求這些飽讀詩書的文士，能夠對自身的

時代處境，有真切的體悟與思考。因此，這類獲選詞作所宣示的「史」，意義在於「史」是取決於作

家、選家的存在感。凡能體現作家、選家之存在感的事件，就是「史」；反之，與作家、選家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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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乖離的事件，僅作為一客觀事物者，不得為「史」。 

就陳維崧與龔鼎孳這類遺老貳臣所組成的文士群體而言，流連詩酒，以寄託身世之悲，成為他

們回應仕隱處境的生活型態。尤其在政治整肅的氛圍下，對於具體政教事件的敘寫，必有所忌諱。基

此，這種唱和的行為，體現了陳維崧這類文士的生活型態與切身的存在感受，以「詞」來記錄之，就

是「史」。編選這類詞作，便是「存史」。至於那些執守歷代史事的爬梳、考證與客觀敘事者，因與主

體存在未必有涉，故反而不可為「史」。 

上述僅就若干詞例，揭明詳析《今詞苑》的編選結果，有助於闡明、辨析陳維崧所認知的「經」、

「史」意義。 如欲竟其事，則對《今詞苑》全面分析，自屬必要。 

再者，本計畫於執行過程之中，亦積極與國外學者交流相關研究心得，以期推廣成果。除了在

第 2年赴廣州暨南大學參加「2014中國詞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詳見出席國際會議心得報

告第 2份；另外，以專題演講的型態，分別在計畫第 1年，2014年 4 月 16日邀請武漢大學文學院王

兆鵬教授、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榮退教授劉漢初教授，在計畫第 2年，2015年 6月 3日邀請安徽

師範大學文學院胡傳志教授，蒞臨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與會師生交流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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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考文獻 
 

一、主要參考文獻 

 

 (一)古籍 (含今人會注、譯注本、彙編本)舉要 

 

陳維崧集  陳維崧，陳振鵬標點、李學穎校補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迦陵詞  陳維崧  康熙年間手抄稿本三色評點  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  2009 

今詞苑  陳維崧、吳逢原、吳本嵩、潘眉合編  清康熙十年南磵山房刻本 

陳迦陵文集  陳維崧  《四部叢刊》正編  台北商務  1979 

陳檢討四六二十卷提要一卷  陳維崧撰、清‧程師恭注  上海文瑞書樓印行 

湖海樓全集  陳維崧  清乾隆乙卯六十年(1795)浩然堂藏本 

湖海樓文集拾遺  冒廣生編次  宣統元年晨風閣叢書本 

湖海樓詞集  陳維崧  《四部備要》  台北台灣中華書局  1971 

 

迦陵先生填詞圖題詞不分卷  釋大汕繪，朱彝尊等諸名士題詠  清乾隆陳葯州家刊本 

古今別腸詞選  趙式輯、陳維崧等人評點  遺經堂刊本  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 

荊溪詞初集  陳維崧、曹亮武、潘眉  清刻本(1644-1722)  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 

倚聲初集  鄒祗謨、王士禎  清初大冶堂刻本 

今詞初集  納蘭性德、顧貞觀  清康熙十六年刻本 

瑤華集  蔣景祁  清康熙二十六年天藜閣刻本 

國朝詞綜  王昶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篋中詞‧篋中詞續  譚獻  清光緒八年安慶刊本 

篋中詞  譚獻編選、羅仲鼎、俞浣萍校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6 

雲韶集  陳廷焯  清抄本  館藏南京圖書館 

詞則  陳廷焯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詞莂  朱祖謀原編、張爾田補錄  《近代詞選三種》台北世界書局  1968 

廣篋中詞  葉公綽  台北鼎文  1971 

 

清詞別集百三十四種  楊家駱主編  台北鼎文書局  1976 

詞話叢編  唐圭璋主編  台北新文豐  1988 

歷代詞話   張璋、張驊、職承讓、張博寧合編  鄭州大象出版社  2002 

全清詞(順康卷)  南京大學《全清詞》編纂委員會  北京中華書局  2002 

歷代詞話續編   張璋、張驊、職承讓、張博寧合編  鄭州大象出版社  2005 

清詞珍本叢刊  張宏生主編  南京鳯凰出版社  2007 

宋金元詞話全編  鄧子勉  南京鳳凰出版社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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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清詞(順康卷)補編  張宏生主編  南京南京大學  2008 

近現代詞話叢編  沈澤棠、劉夢芙編校  合肥黃山書社  2009 

 

論語  十三經注疏本  台北藝文印書館 

史記會注考證  司馬遷撰、瀧川龜太郎考證  台北洪氏出版社  1986 

論衡  王充撰  袁華忠、方家常譯注  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  1997 

傳習錄  明‧徐愛編、鄧艾民注  基隆法嚴  2000 

文史通義  章學誠撰、葉瑛校注  北京中華書局  1985 

 

2、現當代學術專著(含今人選清詞)舉要 

 

(1)專書 

 

淮海居士長短句箋釋  包根弟  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  1972 

史學方法  王爾敏  台北東華  1977 

清詞選  張伯駒、黃君坦編選  河南中州書畫社  1982 

宋南渡詞人  黃文吉  台北學生書局  1985 

迦陵詞選  陳維崧撰，馬祖熙箋注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6 

朱彝尊之詞與詞學研究  蘇淑芬  台北文史哲  1986 

納蘭性德與其詞作及文學理論之研究  徐照華  台中大同資訊企業公司  1989 

厲鶚及其詞學之研究  徐照華  高雄復文  1998 

中國經學史的基礎  徐復觀  台北學生  1990 

中國文學論集  徐復觀  台北學生  1990  〈文心雕龍的文體論〉 

清代詞學四論  吳宏一  台北聯經  1990 

陳維崧詞選注  梁鑒江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詩史本色與妙悟  龔鵬程  台北學生書局  1992 

文化符號學  龔鵬程  台北學生  1992 

宋南渡詞人群體研究  王兆鵬  台北文津  1992 

陽羨詞派研究  嚴迪昌  濟南齊魯書社  1993 

中國詞學史  謝桃坊  四川巴蜀書社  1993 

納蘭性德文學研究  卓清芬  台北國立編譯館  1993 

詞學研究書目(1912-1992)  黃文吉主編  台北文津  1993 

詞籍序跋萃編  施蟄存編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1994 

陳維崧選集  周韶九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南宋姜吳典雅詞派相關詞學論題之探討  劉少雄  台北台大出版委員會  1995 

詞學論著總目(1901-1992)  林玫儀主編  台北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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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詞名家論集  葉嘉瑩、陳邦炎合撰  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  1996 

海綃翁夢窗詞說詮評  陳文華  台北里仁  1996 

清詞別集知見目錄彙編  吳熊和、嚴迪昌、林玫儀合編  台北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  

龍榆生詞學論文集  龍沐勳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中國史學發微  錢穆  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1998 

清詩史  嚴迪昌  台北五南  1998 

清詞史  嚴迪昌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9 

清代詞學的建構  張宏生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9 

王充  陳麗桂  台北商務  1999 

黃文吉詞學論集  黃文吉  台北學生書局  2003 

清末四大家詞學及詞作研究  卓清芬  台北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  2003 

明遺民的「怨」、「群」詩學精神  謝明陽  台北大安出版社  2004 

唐宋詞匯評(兩宋卷)  吳熊和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4  清人論詞絕句 

近三百年名家詞選  龍沐勳、陳滿銘導讀  台北世界書局  2005 

金元明清詞選  夏承燾、張璋編選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5   

李商隱詩箋釋方法論－中國古典詮釋學例說  顏崑陽  台北里仁  2005 

中國古典詞學理論史  方智範、鄧喬彬、周聖偉、高建中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5 

湖海樓詞研究  蘇淑芬  台北里仁  2005 

清代詞學發展史論  陳水雲  北京學苑出版社  2005 

錢謙益之詩史說與明清易鼎之際的遺民詩學  嚴志雄  台北中國文哲研究所  2005 

唐宋詞史的還原與建構  王兆鵬  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5 

會通與適變：東坡以詩為詞論題新詮  劉少雄  台北里仁  2006 

陳維崧年譜  陸勇強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6 

中國史學史  魏應麒  北京中國圖書館學會高校分會委託中獻拓方電子製印公司複印  2007 

清初清詞選本考論  閔豐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清代詞學批評史論  孫克強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宋代詞學批評專題探究  黃雅莉  台北文津  2008 

詩詞越界研究  王偉勇  台北里仁  2009 

清詞話考述  譚新紅  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2009 

論衡研究  邵毅平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9 

明代詞學之建構  余意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清代論詞絕句初編  王偉勇  台北里仁  2010 

杭州聲華：以張鎡家族、姜夔、周密之詞為探討核心  林佳蓉  台北學生書局  2011 

陳維崧年譜  周絢隆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清代世變與常州詞派之發展  陳慷玲  國家出版社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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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  ﹝德﹞H‧R‧姚斯、﹝美﹞ R‧C‧霍拉勃合著，周寧、金 

元浦譯  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  1987 

語言學與文學：文學文體學導論  雷蒙德‧查普曼 ( Paymond Chapman )撰，王士躍、于晶譯  瀋陽

春風文藝  1988 

文學論－文學研究方法論  韋勒克、華倫合著，王夢鷗、許國衡譯  台北志文出版社，1992 

審美經驗與文學解釋學  ﹝德﹞H‧R‧姚斯著，顧建光、顧靜宇、張樂天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1997  

作品、文學史與讀者  ﹝德﹞瑙曼等著，范大燦編  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1997  

接受反應文論  金元浦  山東教育出版社  1998 

文學解釋學  金元浦  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8 

詮釋學Ⅰ真理與方法  ﹝德﹞漢斯－格奧爾格‧迦達默爾，Hans-Georg,Gadamer 著，洪漢鼎譯  北

京商務印書館  2007 

 

(2)期刊、會議論文 

 

張炎的詞學批評  徐信義  幼獅學誌 14：1  1977.02 

手稿本《迦陵詞》校讀記  江曉敏  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 166  1986.11 

清代詞史觀念的形成與晚清的史詞 葉嘉瑩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1997.12 

清空與騷雅－張炎詞初論  劉漢初  臺北師院語文集刊  1998.08 

鄒祗謨詞評彙錄  林玫儀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2003.12-2004.09 

論宋代「以詩為詞」現象及其在中國文學史論上的意義  顏崑陽  東華人文學報  第 2期  2007.07 

論清代「詞史」觀念的形成與發展  侯雅文  國立編譯館館刊  第 30卷第 1、2期合刊本  2001.12 

論迦陵詞以文為詞的傾向－兼論陳維崧革新詞體的得失  周絢隆  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  2002第

7期 

宋人詩餘觀念的形成  劉少雄  台大中文學報 23  2005.12 

陳維崧「選詞所以存詞，其即所以存經存史」觀念之辨析  徐秀菁  有鳳初鳴年刊  2006.07 

論「文體」與「文類」的涵義及其關係  顏崑陽  清華中文學報  第 1期  2007.09 

清初「詞史」觀念的確立與建構  張宏生  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  2008.01期 

明清之際唱和詞集與《花間》餘波  彭玉平、李桂芹  社會科學家第 4期  2008.04 

陳維崧詞評輯錄  劉深  詞學第 10輯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8.12 

陳維崧詞學話語圈與其詞學理論  朱秋娟  文藝理論研究  2009.06 

略論以風格為詩歌辨偽的有效度問題  劉漢初  東華人文學報  2009.07 

清代詞論中的「比興寄託」說析論－以雲間、陽羨、浙西三大詞派為探究中心  黃雅莉  彰化師大國

文學誌  2010.06 

宋詞中的「人生」探究  黃文吉  彰化師大國文學誌 22  2011.06   

論陳維崧詞在清代的接受  李睿  中國韻文學刊  2012.03 

雍乾詞壇對陳維崧的接受  張宏生  2012詞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副編)  20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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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詩文集彙編》之詞學價值  王偉勇  第七屆國際暨第十二屆全國清代學術研討會論文，2012.11 

 

(3)學位論文 

 

明清之際辭賦書寫中的身分認同  王學玲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2001 

手抄稿本《迦陵詞》研究  白靜  南開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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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成果自評 
 

此處，主要以文字敘述，說明本研究成果自評。至於完整表格，請詳後文「科技部補助專題研

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本計畫研究成果之學術與應用價值，可由下列三方面敘述： 

就學術成就而言，本計畫的貢獻如下：一、增補國內研究「陽羨詞派」與「陳維崧詞學」之論

題所必要的史料文獻。本人目前已進行《今詞苑》的點校、註釋，以及「陳維崧資料彙編(詞卷)」彙

編的工作，未來將予以出版，冀能為國內外學者開展「陽羨詞派」及相關詞學論題的新觀點上，做出

貢獻。 

    二、將「陽羨詞派」與「陳維崧詞學」的相關研究，由詞學本位向「經」、「史」的文化層次開展，

藉以補充現行詞學批評史所持視域不及之處。就古人的文學行為而言，大多與他所繼受的總體文化情

境不可分割，相應於此，在研究上，不妨跨出現今學科分類的界線，朝整合、跨學科的視域，重新探

討古人文學行為的全幅意義。本計畫就是在此一理念下，依循陳維崧詞學所具有的文化特質，重新詮

釋其意義，預計此一成果，應可對現行詞學批評史的論述內容予以補充。 

    三、為將來「清詞史」的書寫或研究，提供補充的知識基礎 

陳維崧是清初重要的詞人，亦成為後來的文人提出詞學主張時，所經常援引的典範，故為「清

詞史」的建構，所不可忽視的人物。本計畫對陳維崧所持「詞」與「經」、「史」會通的理念與實踐，

及該理念與實踐在「陳維崧總體詞學」與「清代陳維崧詞學接受史」中的意義，所達致的研究成果，

可用來對照、省思現今既有「清詞史」書寫，接受陳維崧詞學的特定取向，並為日後「清詞史」的書

寫或研究，開展可能的新方向。 

就技術創新而言，本計畫提出一套詞選本研究的方法論，以「編選學」研究的新方式。過去對

於詞選本的研究，往往只停留在個別詞選本內容的表層描述，如獲選詞人詞作的數量、或作品語言的

分析、歸納。尚未超越個別詞選本，發展一套可資普遍應用、操作的方法論。所謂「超越個別」、「普

遍」乃相對應於某一詞選本類型立說，而特指那類具有評選標準，藉由選作數量、編排或評價高下，

以呈現特定詞觀的選本。本計畫所持的「方法論」，係將「編選詞作」重新定義為表述「文化」的行

為，而不是獨立於「文化」之外的純粹個人審美活動，所謂「文化」兼涵當世文化與傳統二面。預設

的觀點是「詞典範、典律的建構」，在方法的操作上，乃是建立個別詞人、特定詞作被歷代文士評說

的接受史，以便對照個別詞選本編選的特色，或解釋、評估其在「詞典範、典律的建構歷程」所可能

發揮的效用。 

又「進退古人」或是「褒貶今人」是編選行為的二種型態。這二種型態在改造文風、宣揚理念

的目標上，所能發揮效用的面向、程度，可能不同。透過累積個別編選經驗的分析、歸納與綜合成果，

可望對前述提問，提出一套理論性的說明，此即「編選學」，而供日後實際編選行為的參考。本計畫

以為《今詞苑》可做「褒貶今人」之編選類型的範例，而供建構「編選學」的知識基礎之一。過去學

界習於在龍沐勳〈選詞標準論〉所謂「便歌」、「傳人」、「開宗」、「尊體」的區分下，去思考詞選的類

型。本計畫所謂「編選學」乃是在這類慣用的分類方式之外，另外開展新的觀點。 

就社會影響而言，綜合前述史料文獻的整理，與方法論的開發，預計可以使更多學者方便投入

清詞的研究，激盪出更多學術新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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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 104  年 10  月  22  日 

                                 

一、 參加會議經過 

本專題研究計畫原規劃二年各參加一次國際學術會議。因第一

年無適合的學術會議可以參加，是故變更經費，將第一年出席國際

學術會議的經費，流用至第二年使用。第二年已分別於 103年 10月

10日至 10月 14日，以及 103年 12月 25日至 103年 12月 29日，

計畫編號 MOST 102－2410－H－004－217－MY2 

計畫名稱 「詞」與「經」、「史」的會通：陳維崧詞學綜論 

出國人員

姓名 侯雅文 
服務機構

及職稱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副教授 

會議時間 

103年 10月 10 
日  至    
103年 10月 15
日 

會議地點 
中國蘇州 

會議名稱 

(中文)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十七屆暨唐代文學國際學術討

論會 

(英文)略 

發表題目 
(中文)劉辰翁校評王維詩輯佚考論 

(英文)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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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二次國際學術會議宣讀論文，依規定應繳交二份心得報告。茲

先陳述第一份心得報告如下： 

此次會議全名：「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十七屆暨唐代文學國際學術

討論會」，由中國唐代文學學會與蘇州大學文學院、蘇州大學古典文獻

研究所主辦。會議自 10月 10日報到，11日至 13日進行分組專場學術

交流，14日至 15日文化參訪。本人於會議結束後即返臺，未參加文化

參訪。10月 11日上午開幕式，地點在蘇州大學天賜庄校區敬賢堂。隨

後同地舉行大會圓桌論壇。下午即展開專場學術交流。本人宣讀論文

所屬組別與場次是第一組第二場，時間是 10月 11日下午 16點至 17

點 10分，地點在東吳飯店 2號樓 4樓第一會議室，宣讀論文題目是〈劉

辰翁校評王維詩輯佚考論〉。此外，擔任第一場主持人，對該場學者所

宣讀的論文，予以要點總結。又擔任第三場、第五場評議人，分別討

論香港學者董就雄教授〈清代後期王維接受史述論─以詩話為中心〉、

大陸學者張巍教授〈《賦譜》釋要〉二文。並於 10月 13日上午閉幕式，

擔任第一組代表總結全組研究成果。會議結束後，隨即於 10月 14日

搭機返臺。 

二、 與會心得 

本人擔任第一組代表總結全組交流成果，全程記錄出席宣讀論

文學者論著要點如下，內容將轉載於唐代文學年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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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十七屆年會暨唐代文學國際學術討論會 

各專題組代表大會交流第一組報告 

                                   

尊敬的主持人盧盛江教授，各位專家學者上午好： 
                                        
   承蒙本組召集人及各位專家學者的信任，由我來彙報本組(第一組)的研究成果及

交流的情況。本人感到十分榮幸。本組就研究的方向而言，既有文獻考證的路線，

亦有觀點詮釋的路線，既有唐代本位的研究進路，也有走出唐代本位之外，轉向歷

史脈絡考察的進路。總體研究成果時而呼應大會所訂立的家族文學與地域文化主題。

以下析分四個主題，各主題下篇目次序悉依大會分組名單人名排列，向各位專家學

者進行成果會報： 
 

主題一、對唐代詩話、詩文別集、總集等文獻的版本、刊刻、載錄給予考辨：

如南開大學盧盛江教授〈《文筆眼心抄》非偽書辨〉，提出《文鏡祕府論》和《文筆

眼心抄》二書於編撰體例、思想上具有相似度，二書有著共同的原典材料，由此推

論二書作者皆為空海，其書無法偽造，對質疑的觀點做出有力的反駁。西北大學趙

陽陽教授〈《顏魯公文集》宋本原貌蠡測〉，對《顏魯公文集》的北宋本二種及南宋

本產出的先後及資料增補的過程做了詳細考察，並對嚴可均的論見予以深度的省思。

安徽師範大學韓震軍教授〈《藏園群書經眼錄‧詩紀》辨誤〉，在前人糾繆的基礎上，

檢閱相關傳世文獻，對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集部所錄《詩紀》一書，究屬明

代馮惟訥所編《詩紀》的殘卷，或是明代黃德水、吳琯的《唐詩紀》殘卷，予以考

辨訂誤，繼承發揚了前賢做學問實是求是的科學精神。南開大學盧燕新教授〈《會稽

掇英總集》之《送賀監》的編撰考釋及其文化意義〉，就《會稽掇英總集》卷二所錄

《送賀監》的詩歌主體在於唐玄宗等人的送別詩，以及該選於再編輯的過程中另外

收入非屬送別詩者，一一做出細緻的推論，從「兼具送別集、地域詩歌選本、斷代

詩歌選本」三方面闡釋《送賀監》的文化意義，富啟發性。咸陽師範學院亓娟莉教

授〈《舊唐書‧經籍志》樂府文獻探析〉，指出《舊唐書》著錄的樂府文獻之中屬於

唐人樂府的論著主要是初唐文獻。而這類文獻或因詞多不經、詞多鄭衛，不得歸入

經部樂類，所以被著錄於集部總集類，見解細膩。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王永波教授〈李

白詩在明代的編刻與流傳〉，闡釋明代編纂、評注、刊刻李白集的盛況，與明代社會

政治、經濟條件、士人心態、復古詩學的尊唐思潮之間的密切關係，視角多元。《杜

甫研究學刊》編輯部彭燕教授〈宋代巴蜀地區石刻杜詩〉，將宋代巴蜀地區的石刻杜

詩分為杜甫手迹和他人手書兩類，予以介紹和評述，藉此地上、地下的杜詩文獻，

為杜詩學的研究指出新方向。日本九州大學劉潔博士〈王維詩初漸扶桑考〉，結合中

日兩國古文獻，對王維詩作在日本的存在形態，以及王維作品集初渡扶桑等問題展

開論證，豐富了域外唐詩學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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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二、對唐代特定名篇、箋注本的作者、撰著年代、主旨、地域文化、時代

背景，給予深度的考辨與詮釋：如臺灣逢甲大學廖美玉教授〈唐代《月令》組詩的

物候感知與地誌書寫〉深刻闡釋唐代月令組詩如何透過江南節令、物候的地誌書寫，

體現了著重人地關係的地誌書寫特性，映現出特定地理區域的自然物候、日常生活

及社會文化，因而可以在傳統地理志、風俗志、方志之外，為區域地誌的書寫提供

了更為豐富的面向，此一研究為地域文化的課題，建立了適切的方法論以及論述操

作模式，學術價值顯著。韓國外國語大學校柳晟俊教授〈《全唐詩》與《全唐詩補編》

所載渤海人詩考〉由《全唐詩》及其《補編》之中，收集系出韓國古代國家渤海國

的唐代詩人詩作，考辨其籍貫並詮釋其作品內容，其結論對全面認知漢文學史或中

國文學史而言，具有重要的意義。日本岡山大學下定雅弘教授〈試論白居易〈琵琶

引〉─其作年與使之成立的四個文學系統〉推論〈琵琶引〉是白居易於長慶初年，

剛從忠州回到長安不久所寫的虛構作品，不是以往學界所認定元和十一年白氏在貶

地江州所作。此一推論奠基於四項文學傳統的佐證，分別是虛構文學、琵琶文學、

閨怨文學、貶謫文學，此一論述將考證研究從歷史實證導向兼顧文化傳統理解的新

方向，極具突破性。日本東海大學佐藤浩一教授〈江南學術的精華《杜詩詳注》〉由

家族師友的傳承、寧波地區的文風與士風，闡明仇兆鰲《杜詩詳注》所以成書的原

因，文辭精要，有洞見，觀點頗具啟發性。日本九州大學長谷川真史教授〈元稹〈連

昌宮詞〉創作年代考〉，將元稹〈連昌宮詞〉的撰成年代重新訂於元和十五年，並由

作品的敘述觀點、預設讀者的分析為前題，對「六皇帝」一詞提出新解，由此詮釋

元稹創作〈連昌宮詞〉的動機在於勸諫穆宗，辨析層層推進，條理井然。上海師範

大學李定廣教授〈杜甫、元淳、張泌生平考實〉，針對杜甫死後歸葬地、女道士詩人

元淳的活動時期，與張泌即張曙等詩人行迹的補證、考辨，從而解決相關作品編年

的問題，思考面向多元。日本東京大學鄧芳教授〈對〈靜夜思〉中日版本之差異的

再討論〉，由〈靜夜思〉的日本版本是「床前看月光」、「舉頭望山月」和中國版本的

差異出發，說明導致此一現象出現的版本源由，並從「物哀」與「陰翳」的日本審

美觀，詮釋何以日人較為肯認的是細小幽冷的山中彎月，詮釋角度新穎。揚州大學

柏紅秀教授〈樂人身份與〈江南逢李龜年〉作者之爭〉，重新定位李龜年的身份是盛

唐京城著名的市井樂人，並由此省思南宋胡仔質疑〈江南逢李龜年〉作者身份一事，

係出於誤解而來的偽命題，問題意識敏銳。浙江新昌唐詩之路研究院竺岳兵教授〈〈夢

游天姥吟留別〉詩旨新解〉，指出李白〈夢游天姥吟留別〉一詩中「天姥連天向天橫」

的橫字才是詩眼，詩旨即是「掙脫樊籠，爭取自由」，由此對全詩進行重新的理解與

詮釋。 
 
主題三、對唐代文學生成的因素或條件予以揭明：如重慶師範大學張中宇教授

〈「天臺」與李唐的關係及浙東唐詩之路成因探略〉，有別於過去學界注重唐詩與終

南山的研究方向，而另外關注唐代詩人對天臺山的鍾愛。以此為基礎，考察李唐的

政治力量，天臺山的勝景及所在的道教等諸因素之間的關聯，對浙東唐詩的形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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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的促進作用，論見宏觀，思考細密。西南大學周睿教授〈隋唐五代讖文學的生

成與傳播機制考論〉，針對隋唐五代的讖文學此一獨特的文類，分析它所以生成的語

言特質是雙關與析字，並轉用傳播學的概念，建構讖文學所依倚的造讖、傳讖、解

讖之傳播機制，從而撥去加諸在讖文學之上的迷信與荒誕的成見，選題、視角俱佳，

甚受本組成員們的推許。 
 

主題四、由讀者接受視野、互文理論的應用、偽典小說的理論觀念闡釋唐代文

學的新意義；或是對唐代文學理論著作所表述的觀念用詞，予以詳析：如臺灣中興

大學林淑貞教授〈唐小說對六朝志怪之延異與互文─以〈郭翰〉與〈白水素女〉、〈董

永〉為論〉，借鑑西方的「互文」理論，闡析唐小說〈郭翰〉和六朝志怪的〈白水素

女〉、〈董永〉諸文本，因處在互相影響、交叉、重迭和轉換的關係之中，因而呈現

了互文性與延異性，在這項前提上，深入地揭明三篇小說故事所涉織女符號之多義

和歧義的形成，及相反相成的小說敘寫模式，論述條分縷析，其結論為中西比較文

學的學術課題做出相當的貢獻。西南交通大學羅寧教授〈《開元天寶遺事》是偽典小

說〉，先提出「偽典小說」的概念及類別做為依準，然後從文字風格、書籍體式的比

對，推定《開元天寶遺事》約作於北宋中期，是與《雲仙散錄》、《清異錄》同類的

偽典小說，因此該書的史料價值十分有限。全文徵引充實，思辨深刻，對中國古代

小說的研究而言，其結論不容忽視。魯東大學陳冠明教授〈論王維的「畫意詩」與

「詩情畫」〉，由實地考察王維的繪畫及詩歌，來闡釋、印證蘇軾從「詩中有畫，畫

中有詩」的觀點，接受王維詩的意義及價值，這項研究成果深入揭明了右丞詩畫的

妙趣。香港珠海學院董就雄教授〈清代後期王維接受史述論─以詩話為中心〉，選擇

過去學界研究王維詩時，較少關注的清代後期三部具代表性的詩話《養一齋詩話》、

《昭味詹言》、《筱園詩話》，詳析他們評說王維詩之觀點的同與異，從而呈現晚清接

受王維詩的主流與歧向。全文學思扎實，更兼有詩人才情慧悟。華南師範大學陳建

森教授〈從杜牧的重塑看元明清戲曲的審美取向〉，在論文既有內容的反思上，另外

提出以元明清戲曲的歷史脈絡為參照，藉此呈現杜牧形象之重塑與轉變的論述角度，

並且應由劇場舞臺的場域所涵有的演員與觀眾的互動關係，對杜牧形象所以重塑的

原因，予以深入的詮釋，觀點別出心裁，啟人多多。臺灣中央大學李宜學教授〈論

明末清初李商隱詩接受中「比興說詩」視野的形成〉，文中一方面指出來自文字獄、

蘇州文苑的家族師承傳統等外緣因素，另一方面指出來自對宋明以來重賦輕比興，

因而不利於抒情的詩學困境予以反思等內緣因素，綜合這兩方面原因，對明末清初

李商隱詩接受中「比興說詩」視野形成的原因，做了周全的分析，善與學術社群對

話，展現了精新篤實的優秀學術風格。華南師範大學張巍教授〈《賦譜》釋要〉，以

同類文獻參證的方法，對成書於中唐後期的《賦譜》，依賦句、賦體分段、賦題三方

面，一一對書中的專有名詞做了細膩的詮釋，並舉唐宋相關律賦的作品實際分析，

以印證賦譜所能達致的約束效力，邏輯性強，結論深化了唐宋賦律理論的研究。臺

灣政治大學侯雅文教授〈劉辰翁校評王維詩輯佚考論〉，透過比對元刊本劉評以及明

代文人所載錄的劉評，提出「劉氏佚評」，並嘗試就「劉氏佚評」所呈現劉辰翁詩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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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長變化，以及劉氏對唐宋時期王維詩評說史的接受歧向，予以探討。 
  
本組不論發表人、評議人、主持人一皆本著認真的精神。除了個殊論題的研討，

也涉及推論合理、要求客觀憑據等共通的方法學。陳尚君會長蒞臨本組討論，使本

組交流更加活絡。廖美玉教授、下定雅弘教授、林淑貞教授、佐藤浩一教授，所提

交的論文觀點，為後進樹立觀摩學習的範本。盧盛江教授、柳晟俊教授、羅寧教授

所提交的論文觀點，是本組關注與熱烈討論的焦點。李浩教授、周相錄教授、陳冠

明教授、李定廣教授、董就雄教授、盧燕新教授、王永波教授、陳建森教授提供了

精到而具建設性的評議交流。張中宇教授、長谷川真史教授、趙陽陽教授、韓震軍

教授、亓娟莉教授、彭燕教授、李宜學教授、張巍教授、鄧芳教授、柏紅秀教授、

竺岳兵教授、劉潔博士、周睿教授，俱有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觀點，在在呼應了開

幕時董乃斌教授、蔣寅先生等諸位先生所揭示的研究前景。少數學者先生不克出席

宣讀，他們的精彩論見收錄在會前論文集之中，可供我們細細品賞。二天交流過程，

嚴謹中不失幽默。這一趟充實而又愉快的蘇州之行，必為將來的學術工作，注入源

源不絕的動力。我的報告完畢，謝謝大家。 

 

三、 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本人於會議宣讀論文內容如下。這篇論文係屬前次 99年科技部

專題研究計畫：「劉辰翁評說王維詩及其在唐宋時期『王維詩接受史』

上的意義」成果發表。會後已作修正，並投稿期刊。 

 

劉辰翁校評王維詩輯佚考論 

 

摘要 

 

劉辰翁的唐詩評點，是後起文人閱讀、評說唐代詩人的重要參考。然而，現今

可見元代到明代，載錄刊刻劉辰翁詩歌評點的各種版本，在內容上卻出現不少差異，

這種情形在刊刻、選錄王維詩所附的劉辰翁評點，尤為明顯。 

目前可見較早的劉辰翁校評王維詩刊本，是元刊本。但比對明代文人所載錄刊

刻的內容，可見許多未見於上述元刊本的劉辰翁校評王維詩之評語。由於尚無直接

證據，可以確斷這類評語，皆出於後人添造偽作所致，故本文以「劉氏佚評」指稱。

所謂「輯佚考論」，即是對「劉氏佚評」予以彙集、校考，並詮釋其中的詩學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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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元刊本劉評和劉氏佚評相互對照，可見劉辰翁詩觀的變遷，及劉氏對前代評說王

維詩之傳統的承變，有著不同的方向。其中，只見於某些版本載錄的評語，更廣為

後代文人接受，這顯示了不同的載錄刊刻管道，會影響後起讀者如何認知劉辰翁的

詩觀。現今學界雖不乏研究劉辰翁詩歌評點的論著，可是對這項問題的關注較少，

故本文為之。茲以評語為主，圈點則留待日後詳論。 

本文的論題，一方面對元明時期載錄刊刻劉辰翁校評王維詩的諸版本，予以比

對校考，指明其間存在的二種「劉辰翁校評王維詩」；另一方面則就「差異」的面向，

詮析詳論其間所呈現劉辰翁詩觀的消長變化，以及劉氏對唐宋時期王維詩評說史的

接受歧向。 

 

關鍵詞：劉辰翁、王維、評點、典範、文獻學、唐詩學 

 
一、 論題導出及所據版本說明 
 
    現今可見劉辰翁校評王維詩較早的版本是《須溪先生校本王右丞集》，乃元刊本，

六卷(以下簡稱元刊本)。然而，在明人所編著、刊行的「唐詩選本」、《王右丞集》

箋注、註說、彙評本之中，所收錄的劉辰翁評語(以下簡稱劉評)，卻與元刊本劉評

的內容，頗見差異，從中可見劉辰翁詮釋、評論王維詩之觀點，在這段載錄刊刻的

過程中，所呈現的消長變化。由於劉辰翁是詩歌評點的大家，他的評說觀點是明清

文人閱讀唐詩的重要參照，因而在王維詩典範形成的歷程之中，居關鍵地位。據此，

先確立劉評的內容，實有必要。學界雖不乏對劉辰翁評點王維詩著作的研究，但重

點在各版本卷數、館藏及歷代書目著錄的描述，鮮少就各版本所錄評語的異同及其

所涵詩學意義，予以詳究。是故，本文乃就此一史料所呈現的問題及意義，予以敘

明。本文採用比對的版本，主要基於下列原則：原著題名劉辰翁(或劉須溪)校本，

以及收錄劉評數量較多，而且流傳較廣的唐詩選本，與王維詩集箋注本、註說本、

彙評本。符合這些條件，而可為代表者，計有元刊本、《唐詩品彙》、顧起經《類箋

王右丞全集》、凌濛初刊刻《王摩詰詩集》。以下就各版本加以說明。 
本文所用的元刊本收錄於《四部叢刊》集部，其中可見劉評的詩計有 54 首，

不含字句異文的校對與典故校語。明代高棅(1350-1423)《唐詩品彙》(以下簡稱《品

彙》)，明太祖洪武二十六(1393)年編成。洪武三十一(1398)年，續成《唐詩補遺》。

《品彙》所選錄的王維詩達 162 首，其中 46 首附錄劉評，數量頗多。書中標示劉

評處，或作「劉須溪云」，如七絕〈送元二使安西〉；或作「劉云」，後者情況尤其居

多。就《唐詩品彙‧引用諸書‧夾註所引》可知高棅另引用唐韋絢所輯劉禹錫《劉

公嘉話》與「劉後村云」，則所謂「劉云」是否確指劉辰翁，需要進一步考辨。考今

日可見的《劉賓客嘉話錄》與《後村詩話》，俱未見《品彙》所錄的劉評。 
《品彙》中題為「劉云」的評語，共計 40 首，亦見於元刊本，計有 29 首，可

知這類評語，所從出的「劉云」即指劉辰翁云；此外，有 11 首雖完全不見於元刊本，

然而比對明代其他文人所彙錄的評語，如周敬編、周珽重編集註《刪補唐詩選脈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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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會通評林》，在相同的劉評下，大多落實指明為「劉辰翁曰」，可知若干明代文人

對《品彙》收錄的「劉云」評語，已認定即是劉辰翁的評語。 
《品彙》選錄的「王維詩」，附錄的劉評，與元刊本內容比對，相同或局部略有

出入者，計有 31 首。元刊本可見劉評的詩，《品彙》(含《拾遺》)只選詩，未同步

附錄評語，計有 12 首。元刊本可見劉評的詩，該詩與評語皆未獲《品彙》選錄者，

計有 11 首。而《品彙》所附錄的劉評，完全未見於元刊本者，高達 15 首，請參第

二節表(一)，這些評語或作「劉云」，或作「劉須溪云」。 
固然，由於《品彙》是選本，與元刊本是以王維全部詩作為底本的性質不完全

相同。但從上述《品彙》選了若干王維詩，卻未同步存錄元刊本的劉評來看，當中

可能基於某些取舍的標準與觀點的操作，而可供玩味；也或許高棅所見的劉評，未

必包含這些評語。此外，又增入不少元刊本未見的劉評，則高棅所見到的劉評，與

元刊本差異不小。據黃佐〈唐音類選序〉可知《品彙》在明世宗嘉靖年間，已「大

行於世」，而普為「詞林所尚」，是明代重要的唐詩選本。故本文取以比對。 
顧起經《類箋王右丞全集》，刊行於明世宗嘉靖三十四 (1555)年 (以下簡稱類

箋本)。此本收錄附有劉評的詩共有 61 首。雖未標示「劉須溪(辰翁)云」或是「劉云」，

然而比對元刊本與《品彙》，可知皆出自劉辰翁。顧可久的《唐王右丞詩集註說》，

雖同顧起經一般皆參考了劉辰翁的批校本，但所收錄的評語，除了〈茱萸沜〉一詩

所錄劉評，未見於顧起經類箋本，其他都不出顧起經類箋本收錄的範圍，而且數量

較為短少。 
其他明人刊刻《王摩詰詩集》並附錄劉評者雖不少，然以凌濛初的刊本 (以下

簡稱凌刊本) ，收錄評語數量最多。凌濛初的刊本，共七卷，乃後人翻刻所據的主

要版本。這個刊本彙刻劉辰翁、顧璘的評語，其中收錄附有劉評的詩 65 首，不含字

句異文的校對與典故校語。清代方功惠刊刻《王摩詰詩集》於跋文便自述本諸「凌

刻王集用劉校七卷本」。因為此本對後人翻刻王維詩集的影響較大，故本文取來以資

比對。 
 
二、 「劉氏佚評」與元刊本劉評的內容比較 
 

本文將元明時期，各版本所載錄刊刻的劉評，區分為二類：一類是以元刊本的

內容為依準。一類是指元刊本之外，別出的劉評，其形態可能是另一種刊本，而且

此一刊本的內容部分可能與元刊本疊合，部分不見於元刊本；也可能只是散見諸書

著錄。因為不完全見於現行流傳的元刊本劉評，故以「劉氏佚評」統稱。 
劉氏佚評，與元刊本劉評的差別，大致有二種型態：其一，評語內容完全不見

於元刊本，請參下文表(一)(二)。其二，相較元刊本原有評語略有增減或變易，請參

下文表(三)。 
對劉氏佚評早先援引，而且收錄數量較多者，應是《品彙》。自是之後，不同

的書籍對這類評語亦加以收錄，如凌瑞森、凌南榮輯評《李于鱗唐詩廣選》，書中收

錄附有劉評的王維詩 15 首，其中 7 首評語來自完全不見於元刊本的劉氏佚評。周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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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周珽重編集註《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書中收錄附有劉評的王維詩 38
首，其中 14 首評語來自完全不見於元刊本的劉氏佚評。類箋本與凌刊本所錄劉氏佚

評亦多。這類書籍所收劉氏佚評的數量，大多在《品彙》收錄的範圍之內，只有少

數不見於《品彙》，而且評語的內容大致與《品彙》疊合。則《品彙》所見的劉氏佚

評，在明人的認知中，出自劉辰翁所為的共識度頗高。至於不見於《品彙》的劉氏

佚評，若只被單一版本所收錄，則共識度偏低，可信度也相應不明。茲以表列方式

呈現劉氏佚評在明代選本、箋注本、詩集刊本中的存錄狀況。 
 
表(一)元刊本無評，而上述明人選本、刊本多存見者：  
 

體裁 詩題 評語內容 載錄處 
五古 藍田石門

精舍 
「偶與前山通」句下「劉云：此景自

常有之，其詩亦若無意，故是佳趣」，

「明發更登歷」句下「劉云：世外好

事語」 

《品彙》、類箋

本、凌刊本 

五古 觀別者 「依依向四隣」句下「劉云：兩語已

絕」 
《品彙》、類箋

本、凌刊本 
五古 送別(聖代

無隱者) 
「孤城當落暉」句下「劉云：帶字畫

意，當字天然」 
《品彙》、類箋

本、凌刊本 
五古 西施詠 「覺來方悟稀」句下「劉云：語有諷

味，似淺似深」，「君憐無是非」句下

「劉云妙」 

《品彙》、類箋

本、凌刊本 

七古 寒食城東

即事 
「不用清明兼上巳」句下「劉云：自

是活動」 
《品彙》、凌刊本 
 

五律 送友人南

歸 
「孤客郢城歸」句下「劉云：盡謝點

染，情思蕭然。」 
《品彙》、類箋

本、凌刊本 

五律 終南山 「隔水問樵夫」句下「劉云：語不深

僻，清奪眾妙。」 
《品彙》、凌刊本 
 

五律 晚春閨思 「閑窗桃李時」句下「劉云：不俯仰

刻畫，甚有意味。」 
《品彙》、類箋

本、凌刊本 

七律 和賈舍人

早朝大明 
宮之作 

「萬國衣冠拜冕旒」句下「劉云：帖

子語頗不痴(或作持)重」 
《品彙》、類箋

本、凌刊本 

七律 積雨輞川

莊作 
「陰陰夏木囀黃鸝」句下「劉須溪

云：寫景自然，造意又極辛苦」 
《品彙》、類箋

本、凌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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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排 送祕書晁

監還日本 
 

題下「姚合《極玄集》以此篇壓卷」。

「九州何處遠」句下「劉云：『九州』

用騶忌語」 

《品彙》、類箋

本、凌刊本 

五絕 息夫人 「不共楚王言」句下「劉云：正爾憔

悴得人。」 
《品彙》、類箋

本、凌刊本 

五絕 鳥鳴磵 題下「係〈雲溪雜詠〉」，「時鳴春澗

中」句下「劉云：皆非著意」 
《品彙》、類箋

本、凌刊本 

七絕 送元二使

安西 
「西出陽關無故人」句下「劉須溪

云：更萬首絕句，亦無復近，古今第

一。」 

《品彙》、類箋

本、凌刊本 

七絕 戲題盤石 「何因吹送落花來」句下「劉云：迭

蕩，野興甚濃。」 
《品彙》、凌刊本 
 

 
    表(二)元刊本無評，上述明人選本、箋注本亦少存錄，只見於單一版本： 
 

體裁 詩題 評語內容 載錄處 
五律 故太子太

師徐公挽

歌四首(功
德冠群英) 

「疊押名字」 凌刊本 

五律 資聖寺送

甘二 
「此側體，舊本却以入律，故附之末」 凌刊本 

五絕 山中(荊溪

白石出) 
「詩中有畫」 凌刊本 

      
另外，如張震《唐音》注本、周敬、周珽《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等書，

本文雖未採用做為比對劉評的主要版本，不過在他們的書中，也可見到少數不見於

元刊本、《品彙》，而署名劉辰翁的評語，如張震《唐音》注本，於〈登樓歌〉(聊上

君兮高樓)有二段評語，其一與元刊本位置略異，其二未見於元刊本，其云：「〈登樓

歌〉三首，劉須溪云：龍騰虬躍，擺捩雲，言字勢好」，周敬、周珽《刪補唐詩選脈

箋釋會通評林》於〈晚春嚴少尹與諸公見過〉(松菊荒三徑)云：「劉辰翁曰：三四有

味外味」、〈漢江臨泛〉(楚塞三湘接)云：「劉辰翁曰：無意之意」、〈九月九日憶山東

兄弟〉云：「劉辰翁曰：語無深苦，情厚藹然」。這顯示在《元刊本》以及《品彙》

之外，仍有若干劉氏佚評。然而，這類評語，多出於個別文人的載錄，除了〈九月

九日憶山東兄弟〉之外，其他共識性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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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明人選本、注本、刊本所錄評語相較元刊本略有增減或變易的劉評 
 

體裁 詩題 評語內容 載錄處 
五古 冬日遊覽 「赤日團平陸」團字下「下字佳」，「來

朝九州牧」句下「平實悲壯，古意雅

辭，樂府所少」，詩末「更似不須語

言」 

元刊本、《品彙》 

「赤日團平陸」句下「下字佳」，「冠

蓋相追逐」句下「平實悲壯，古意雅

辭，樂府所少」，詩末「更似不須語

言」 

類箋本 

眉批「下字佳」、「平實悲壯，古意雅

辭，樂府所少」、「更似不須語言」 
凌刊本 

五古 春中田園

作 
詩末「〈卷耳〉之後，得此吟調」 元刊本 
「村邊杏花白」句下「劉云：好」，「惆

悵遠行客」句下「劉云：〈卷耳〉之

後，得此吟諷。又云：情至自然，掩

抑有態」 

《品彙》、類箋本 

眉批「〈卷耳〉之後，得此吟諷。情

致自然，抑揚有態」，「村邊杏花白」

旁批「好」 

凌刊本 

五古 齊州送祖

三(相逢方

一笑) 

「荒城復愁入」句下「只是眼前道不

盡者」 
元刊本 

「荒城復愁入」句下「劉云：只是眼

前道不盡者」，「望君猶佇立」句下「劉

云短嬾意傷」 

《品彙》、類箋本 

眉批「前四句只是眼前道不到，若末

句短嫩意傷」 
凌刊本 

七古 送友人歸

山歌二首

之二(山中

人兮欲歸) 

「雲冥冥兮雨霏霏」句下「點景狀

意，色色自別」，詩末「宋玉之下，

淵明之上，甚似晉人。不知者以為氣

短，知者以為〈琴操〉之餘音也」 

元刊本、類箋本、

凌刊本 

詩末「宋玉之下，淵明之上，甚似晉

人。不知者以為氣短，知者以為〈琴

操〉之餘音也。」 

《品彙》 

七古 老將行 「遼落寒山對虛牖」句下「□出愈

有」，詩末「起結嬌嫩，復勝老語」 
元刊本 

「寥落寒山對虛牖」句下「劉云：愈 《品彙》、類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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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愈奇」，「猶堪一戰立功勳」句下「劉

云：滿篇風致，收拾處常嫩而短，使

人情事欲絕。又云：起結驕嫩，復勝

老語。」 

本、凌刊本 

五律 終南別業 詩末「其質如此，故自難及」 元刊本 
「坐看雲起時」句下「劉云：無言之

境，不可說之味，不知者以為淡易」。

「談笑無還期」句下「劉云：其質如

此，故自難及。」 

《品彙》(置於五

古)、類箋本、凌

刊本 

五律 送張道士

歸山(先生

何處去) 

「天上復離群」句下「意新」 元刊本 

「驅鷄入白雲」句下「劉云：兩語皆

別。」，「天上復離群」句下「劉云：

新意」 

《品彙》、類箋

本、凌刊本 

五律 觀獵 首句下「劉云：氣概」 元刊本 
首句下「劉云：氣概」，「千里暮雲平」

句下「劉云：極是畫(或作盡)意。」 
《品彙》作「盡

意」，類箋本、凌

刊本作「畫意」 
五排 贈焦道士 「跳向一壺中」句下「每作清素，可

貴」，「送客乍分風」句下「奇」，「吾

師不養空」句下「有誤」，「無可問鴻 
濛」句下「好」 

元刊本、類箋本、

凌刊本 

「眺向一壺中」句下「劉云：每作清

素可貴。」，「送客乍分風」句下「劉

云：奇」 

《品彙》 

五排 青龍寺曇

壁上人兄

院集并序 

「落日五陵西」句下「甚壯，第非招

提本色」 
元刊本 

「芊芊遠樹齊」句下「甚壯，第非招

提本色」 
類箋本 

眉批「甚壯，第非招提本色」 凌刊本 
 

首先，若就建構完整的劉評而言，似應總合元刊本與表(一)、表(二)所收錄的

評語。不過，由於表(二)所載評語，在明人的認知中，共識偏低，可信度較為不明，

故而以總合元刊本與表(一)所列評語，以及獲得二種以上其他明人書籍收錄，如〈九

月九日憶山東兄弟〉之劉評等，做為相對完整而可信的劉評，較為適宜。其他僅見

單一版本收錄的評語則列屬旁輔。如此一來，總合元刊本收錄附有劉評的詩、《品彙》

收錄附有劉氏佚評的詩，及其他明人書籍多種收錄附有同一劉評的詩，共計約 71
首。這只是約略的估算，因為劉氏佚評的精確數量，不得而知，現今流傳下來，只

是曾被轉載刊刻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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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據表(三)所列，明人選本、注本、刊本所錄佚評相較元刊本增評的情形較

多，減評的情形較少。至於變易，則主要指評語所對應詩句的關係，產生改變。當

中有些改變，僅止於評語和個別詩句對應的變更，如〈冬日遊覽〉、〈青龍寺曇壁上

人兄院集并序〉，這類改變雖然對評語意涵的理解，可能造成若干影響，但尚不致於

增加評語歸屬判讀的困擾。茲以〈冬日遊覽〉為例，劉評：「平實悲壯，古意雅辭，

樂府所少」，其位置，元刊本、《品彙》，皆置於「來朝九州牧」句下，類箋本置於「冠

蓋相追逐」句下，凌刊本則置於眉批。不管是「來朝九州牧」或「冠蓋相追逐」，皆

寫長安所在的關中權貴交相追陪的情景。由此功名鼎盛的一面而言，為「壯」，然一

旦失勢，則不免如漢武帝時官拜中郎將，而後遭免官，最終以老病閑居的司馬相如

一般淒涼。由最終的失勢回觀往昔的貴顯，竟成何事！故顯「悲壯」。此意本應就全

詩語境而說，然若係針對上述特定文句而發，那麼，就是有意強調人人競趨富貴的

虛幻與荒謬。這種由公卿的現世得失，所傳達的無常之感，在一般以貧士不遂或君

侯墳陵為主題以表現「無常感」的樂府詩中，的確較為少見。 
另外有些改變，不僅使得評語所對應詩句的明確關係變得模糊，甚至使得劉評

與他人的評語夾纏不清，因此增加評語歸屬的判讀困擾。此以凌刊本為最。以〈春

中田園作〉為例，凌刊本於眉批處並列劉評與顧璘的評語，排列方式卻是先顧璘後

劉辰翁，內容如下：「顧云：點化好。〈卷耳〉之後，得此吟諷。情致自然，抑揚有

態」。經比對顧璘《唐音》批點本，與元刊本，可知顧璘評語的內容只有「點化好」

三字，自此以下，皆屬劉評。然而按照凌刊本的編排慣例，劉評不做標示，劉氏以

外的評者，如顧評則標示「顧云」。劉評置前，顧評在後。此詩附評的次序卻違反上

述慣例。這種編排的結果，若非出於體例不夠嚴謹所致，則顯示凌濛初可能對若干

劉評與顧評已混同莫辨的問題。其他如〈宿鄭州〉等亦可見同樣情況。 
再者，據表(三)所列，當元刊本與《品彙》共見的劉評，內容有出入時，類箋本、

凌刊本同於《品彙》者計有 5 首，分別見〈春中田園作〉、〈齊州送祖三〉、〈老將行〉、

〈終南別業〉、〈送張道士歸山〉。同於元刊本者，只有 2 首，見〈送友人歸山歌〉、〈贈

焦道士〉。這顯示《品彙》所錄劉評，有時比元刊本更被明代文人所接受。 
就建構完整的劉評而言，還有如下的問題必須釐清，此即對於這類相較於元刊

本僅有局部增減或變易，而內容上仍有部分疊合的佚評，究竟該以何者為基準。本

文以為應視所處理的研究論題予以取捨。在探討明清詩學如何本諸劉評的基礎接受

王維詩之論題，需以明人的認知為據，這類被明人所載錄刊刻的佚評，可見明人對

劉氏觀點的認知，故具備相當程度的效力，應予採用。至於在研究劉辰翁校評王維

詩之觀點的論題上，這類佚評顯示劉評在明代的時候，較元刊本新增的狀況，因此

在詮釋論證時，應該並列兩種內容，並點明當中所涵有劉氏觀點變遷的意義。此一

取捨原則，亦適用於前述完全不見於元刊本的劉氏佚評。 
 
三、 兩種「劉辰翁校評王維詩」所示劉辰翁詩學的歧向 
 

在上一節兩種「劉辰翁校評王維詩」的差異分析基礎上，本節進一步詮釋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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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所顯示「劉辰翁評詩觀點的消長變化」以及所隱涵「劉辰翁對唐宋時期王維詩

評說史的承變歧向」二方面的意義。此一比較，不是建立在假定有兩種內容明確固

定的劉評刊本之上，比對其異同。而是以元刊本為基準，就該刊本整體所呈現劉辰

翁主要詩觀予以分類，以及就刊本所錄評語指向、回對唐宋時期王維詩評說史的態

度予以區辨，然後，據以比對劉氏佚評對這些詩觀或是態度，究屬增強或是削弱、

背離。 
 
(一) 兩種「劉辰翁校評王維詩」所示評詩觀點的消長變化 
 

劉評所以出現不同的內容，較為早出的二個載錄來源，分別是元刊本和《品彙》。

故本節主要以這二份史料為主，略及其他版本，展開論述。至於劉辰翁校評王維詩

的詩觀，可有主、次之分，本節以主要詩觀做為比對的依據。所謂主要詩觀的判定，

在本節中標準有三：其一，評語內容明確表述回應前人評說。其二，評語內容雖未

明說回應前人，但其所用的語彙及其指向的觀念，已被唐宋時期文人評說時反覆使

用。其三，多次重覆表述的評語觀念。以下對元刊本及劉氏佚評主要詩觀的歸類，

即本諸上述三項標準而來。 
元刊本對王維詩「有情」的特點，頗多揭示，如五古〈冬日遊覽〉：「悲壯」、〈宿

鄭州〉：「藹然戀闕之情」、七古〈隴頭吟〉「恨惋何限」、五絕〈送別〉(山中相送罷)：
「今古斷腸」、〈贈韋穆十八〉：「淡淡有情」、七絕〈寄河上段十六〉：「容易盡情」。

相較來說，不顯王維詩「淡易」、「無情」的一面。因此在元刊本中明顯可見「無情」

的評說，只有五律〈輞川閑居贈裴秀才迪〉，劉評曰「類以無情之景，述無情之意，

復非作者所有」。在《品彙》所增入的劉氏佚評，可見更加強王維詩「有情」的特點，

如五古〈春中田園作〉：「情至」、〈齊州送祖三〉(相逢方一笑)：「劉云短嬾意傷」、

五律〈送友人南歸〉：「情思蕭然」，「蕭然」，索然也。此外，不見於《品彙》的劉氏

佚評，如署名蔣一葵箋釋《唐詩選》、周敬編、周珽重編集註《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

通評林》二本所共錄的七絕〈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劉氏佚評：「情厚藹然」亦屬之。 
元刊本對王維詩「無言」的特點，也多揭示，如五古〈冬日遊覽〉：「更似不須語言」、

五律〈使至塞上〉：「亦是不用一辭」、五絕〈華子岡〉：「蕭然更欲無言」、〈鹿柴〉：「無

言」、〈辛夷塢〉：「其意亦欲不著一字」，這一點在《品彙》所增入的劉氏佚評，予以

強化的程度較少，僅見五古〈終南別業〉：「無言之境，不可說之味」。  
元刊本對王維詩「無意」、「自然」的特點，亦多揭明，如五律〈送劉司直赴安

西〉：「無意之意」、〈歸嵩山作〉：「已近自然」、五排〈曉行巴峽〉：「自然好」、七律

〈春日與裴迪過新昌里訪呂逸人不遇〉：「自在」、五絕〈班婕妤〉(怪來粧閣閉)：「語

皆不刻而近」、〈萍池〉：「得之偶然」，這一點在《品彙》所增入的劉氏佚評，可見大

大強化，首數最多，如五古〈藍田石門精舍〉：「其詩亦若無意」、〈送別〉(聖代無隱

者)：「當字天然」、〈春中田園作〉：「情至自然，掩抑有態」、五律〈晚春閨思〉：「不

俯仰刻畫」、七律〈積雨輞川莊作〉：「寫景自然」、五絕〈鳥鳴磵〉：「皆非著意」。 
元刊本對王維詩「畫意」的特點，僅略作提示，如五絕〈鹿柴〉：「畫意」，在明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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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入的劉氏佚評中，則頗作強化，如《品彙》所錄的五古〈送別〉(聖代無隱者)：「帶

字畫意」，凌刊本所錄五律〈觀獵〉：「極是畫意」、五絕〈山中〉(荊溪白石出)：「詩

中有畫」。不過，這部分的劉氏佚評，僅獲單一版本選錄的比例偏高，可信度未如上

三項明確。 
綜合上述，則元刊本中的劉評，對王維詩的詮釋，較凸出「有情」、「無言」、「無

意(自然)」的觀點，三者重要性均等。對王維詩的「畫意」則不甚強調。至劉氏佚

評更加強調「有情」、「無意(自然)」的二個觀點。對王維詩的「畫意」也可能頗為

強調。因此，自元刊本到明人載錄刊刻這一段過程之中，劉辰翁持「有情」、「無意」、

「畫意」的詮釋觀點所形塑「王維詩」的特點，因為佚評的流行而格外被彰顯出來。 
元刊本卷次的安排，不是按照詩體區分，而大致以主題區分。如卷二收錄應制詩，

卷三收錄獻贈詩，卷四收錄田廬山墅閒居詩，卷五收錄送別詩，卷六收錄行旅詩、

閨思詩等。但不甚嚴謹。上文羅列元刊本的詩例時，皆指明所屬詩體，並非元刊本

如此標示，而是本文為了與《品彙》比較，所行的方便之舉。由其中所錄的劉評來

看，雖兼重「人事」與「自然景物」二種題材的詩，不過，「人事」的層面較著意於

「親友送別」、「閨思」，「自然景物」則「田廬山墅閒居」、「行旅」皆有。至於詩體

上，能體現王維詩「有情」、「無言」、「無意(自然)」之觀點的分布，各體皆有，然

以五絕所佔比例偏高，茲表列如下。 
 
表(四)元刊本所示各詩體可見劉辰翁主要詩觀一覽表 
 
體裁 詩題 劉評 所屬主要詩觀 
五古 冬日遊覽 悲壯 有情 
五古 宿鄭州 藹然戀闕之情 有情 
五古 冬日遊覽 更似不須語言 無言 
七古 隴頭吟 恨惋何限 有情 
五律 使至塞上 亦是不用一辭 無言 
五律 送劉司直赴安西 無意之意 無意(自然) 
五律 歸嵩山作 已近自然 無意(自然) 
五排 曉行巴峽 自然好 無意(自然) 
七律 春日與裴迪過新

昌里訪呂逸人不

遇 

自在 無意(自然) 

五絕 送別(山中相送罷) 今古斷腸 有情 
五絕 贈韋穆十八 淡淡有情 有情 
五絕 華子岡 蕭然更欲無言 無言 
五絕 鹿柴 無言 無言 
五絕 辛夷塢 其意亦欲不著一

字 
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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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絕 班婕妤 (怪來粧閣

閉 
語皆不刻而近 無意(自然) 

五絕 萍池 得之偶然 無意(自然) 
七絕 寄河上段十六 容易盡情 有情 

 
此一情形，在明人所載錄刊刻的劉氏佚評，卻有不小的改變。其所錄各詩體評

語，能體現王維詩「有情」、「無言」、「無意(自然)」之觀點的分布，雖也各體皆有，

然以五古所佔比例偏高。茲表列如下： 
 
表(五)《品彙》載錄劉氏佚評所示各詩體可見劉辰翁主要詩觀一覽表 
 
體裁 詩題 劉評 所屬主要詩觀 
五古 春中田園作 情至自然 有情 
五古 齊州送祖三(相逢

方一笑) 
短嬾意傷 有情 

五古 終南別業 無言之境，不可說

之味 
無言 

五古 藍田石門精舍 其詩亦若無意 無意(自然) 
五古 送別(聖代無隱者) 當字天然 無意(自然) 
五古 春中田園作 情至自然 無意(自然) 
五律 送友人南歸 情思蕭然 有情 
五律 晚春閨思 不俯仰刻畫 無意(自然) 
七律 積雨輞川莊作 寫景自然 無意(自然) 
五絕 鳥鳴磵 皆非著意 無意(自然) 

 
元代流傳較為著名的唐詩選本，如南宋周弼選編，釋圓至注《箋注唐賢三體詩

法》，共選詩四百六十一首，其中絕句「共一百七十四首」，七言律詩「共一百一十

一首」，五言律詩「一百七十六首」，可見實以律體居多。故方回序曰：「汶陽周伯弼

三體法者，專為四韻五七言小律詩設，而古之所謂詩，益付之鴻荒」。方回《瀛奎律

髓》亦以律詩為主。如周、方這類選本，較為關注唐人的律詩，其次為絕句。相較

之下，元刊本的劉評，在表述主要詩觀時，主要選取絕句，此一方向，與周弼等人

的方向略見合流。但是劉氏佚評，在表述主要詩觀時，主要選取五古，這一點與周

弼、方回等人的方向均不同，而似乎彌補了方回對宋末以來「古之所謂詩，益付之

鴻荒」所發出的感慨。明初「古律辨體」漸盛。如李東陽所謂「古詩與律不同體」，

昭示明代論詩風氣的轉向。劉氏佚評著重王維的古體詩，正符應明初辨識古體詩風

氣的需要，而自然成為明代文人區辨、品評唐人古、律詩體的參考。此外，另一種

解讀的方向也可能存在，此即《品彙》等書在「古律辨體」的視域下，對劉氏佚評

進行了選擇性的接受，透過載錄刊刻，使劉評王維五古這部分評語的重要性被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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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 
不過，《品彙》於王維的五言古詩，雖然多取劉氏佚評，卻在此一詩體下，只給

予王維「名家」的品第，不是「正宗」。此一安排可能涵有如下意義：王維五古的特

色，確如劉辰翁所評「有情」而「自然」，然而此個人詩體的特色，卻未盡符合五古

此一次詩類應有「音響沖和，詞旨幽邃，渾渾然有平大之意」的客觀體式。這一點

或許與劉評偏向詮釋王維詩「短嬾意傷」的語言樣態有關。關於這一點已涉及劉評

王維詩有情的具體內容分析，單篇論文容量有限，只能留待日後詳論。劉評並未流

露明確的「辨體」意識，其評說的方向，主要揭示王維各詩體所共同表現「恨」、「傷」

的語言樣態。然而，就明人著作如《品彙》所流露的「辨體」意識而言，除了古、

律之辨，更精細到古、律之下各次類應然體式的分辨。不同的體式所規範的語言樣

態不一，因此，劉評王維詩的共同特點，在不同的體式之中，所獲評價也相應而有

所不同。 
 
(二) 兩種「劉辰翁校評王維詩」所示劉辰翁對王維詩評說史承變的歧向 
 

本節乃就二種劉評，所對應的「王維詩」，在唐宋時期被文人品評輿譽的情況，

考察元刊本的劉評或劉氏佚評，在面對唐宋以來文人評說王維詩篇的傳統時，所分

別表露的承變態度。本節特以王維的個別詩篇，做為考察的方向，由此所建立的王

維詩評說史，較顯「典律塑造」的意義。現今學界一般論述唐宋文人對王維詩的評

論，較為偏重他們對王維詩總體風格的詮釋或品第，不一定針對個別詩篇考察唐宋

文人評說王維詩的觀點變遷，因此較顯「典範塑造」的意義。 
若就唐宋時期流行的「詩話」、「選本」、「筆記」、「史傳」以及「擬作」等文獻

來看，該時期品評王維的個別詩篇，大體可分為二種型式：其一是對個別詩篇的總

評；其二是對一篇之中個別詩句予以評說。就輿譽的結果來看，亦可概分二種：其

一是多數呈正面評價，因而具有眾人普遍認可的典律性。其二則是評價正負二面皆

有，這類作品或詩句雖然知名度頗高，但典律性還不夠充分。由於唐宋時期評說王

維詩的史料甚多，以下所列舉者，乃就「詩話」、「選本」、「筆記」中，可見闡釋詩

意，表態褒貶，而具有代表性者，優先擇取，以為論據。倘若只是對王維個別詩篇

的寫作背景，做客觀的描述，並未闡釋詩意或寓以褒貶的唐宋時期史料，如《舊唐

書》於王維傳下所云：「嘗聚其田園所為詩，號《輞川集》」之類的陳述，則暫不引

用。 
元刊本附錄劉評的詩計有 46 首，其中見於〈輞川集〉的「王維詩」有 8 首。在

宋人的評說中，除了〈漆園〉曾被單獨摘出評論，其他皆被視為〈輞川集〉，而予以

總評。據下表可知元刊本劉評所對應「王維詩」，亦多見唐宋文人評說者，有 18 首，

佔總數約四成。其他劉評所對應的「王維詩」，則少見唐宋人評說，或根本未見評說，

佔總數約六成。 
 
表(六)元刊本可見附錄劉評的王維詩，多受唐宋文人評說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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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史料 
 
詩作 

唐宋時期選本 唐宋時期詩話 唐宋時期筆記、 
其他典籍 

齊州送祖

三(相逢方

一笑) 

《河岳英靈集》

《國秀集》 
《文苑英華》 

〈河岳英靈集序〉：

「一字一句皆出常

境」(另見尤袤《全唐

詩話》) 

 

送友人歸

山歌 
 朱熹《楚辭後語》：「為

勝」(另見魏慶之《詩

人玉屑‧晦庵謂詩清

而少氣骨》 

 

隴頭吟 《河岳英靈集》

《才調集》 
《文苑英華》 

何汶《竹莊詩話》：「狀

邊情」 
 

少年行(出
身仕漢羽

林郎) 

 劉克莊《後村詩話》

(出身仕漢羽林郎)：
「警句」 
葛立方《韻言陽秋》

(一身能擘兩雕弧)：
「句甚拙矣」(另見張

鎡《仕學規範》) 

 

終南別業

(中歲頗好

道) 

《河岳英靈集》 
《國秀集》 
《唐文粹》 

洪覺範《天廚禁臠》：

「造意」(另見胡仔

《苕溪漁隱叢話》、魏

慶之《詩人玉屑》) 

《宣和畫譜》：「以其

句法皆所畫也」 

觀獵 《極玄集》 
《又玄集》 

張戒《歲寒堂詩話》：

「摩詰律詩至佳麗而

老成……如『草枯鷹眼

疾……信不減子美』 
梅堯臣《續金針詩

格》：「意欲得圓三：

詩曰：『草枯鷹眼疾，

雪盡馬蹄輕』」 

 

山中送別

(山中相送

罷) 

 《苕溪漁隱叢話》：

「摩詰〈山中送別〉

詩……蓋用楚詞(辭)：
『王孫遊兮不歸，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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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生兮萋萋』此善用

事也。」 (另見魏慶

之《詩人玉屑》) 
班婕妤(怪
來妝閣閉) 

《國秀集》  惠洪《冷齋夜話》：「有

意含蓄者，如.…..嘲人

詩曰：『怪來妝閤閉』」 
(另見魏慶之《詩人玉

屑》、阮閱《詩話總

龜》) 

 

春日與裴

迪過新昌

里訪呂逸

人不遇 

 
魏泰《臨漢隱居詩

話》：「王摩詰『閉門

著書多歲月，種松皆

作老龍麟」，......尤佳」 

 

輞川集(〈孟

城坳〉、〈華

子岡〉、〈鹿

柴〉、〈木蘭

柴〉、〈茱萸

沜〉、〈辛夷

塢〉、〈漆

園〉、〈椒

園〉) 

 朱熹《朱子語錄》：「王

摩詰〈輞川‧漆園〉

詩云……余深愛之，而

以語人，輒無解余意

者」 (另見羅大經《鶴

林玉露》) 

岳珂〈劉無言輞川詩

帖〉：「予每見右相輞

川圖，想見其處，復

於其集得此詩(指王

維輞川詩並序)，尤想

見其人，風度高絕，

非復世人也……贊

曰：『……維詩與筆，

景物交映也」 
 

至於所附劉氏佚評，完全不見於元刊本的王維詩，計有 15 首詩，如表(一)所列。

其中亦多見唐宋人評說者，約有 9 首，佔總數約六成。以下先將這 9 首被多數唐宋

人選錄評說的情況表列，之後再持與元刊本相互比較。 
 
表(七)《品彙》所收劉氏佚評對應的王維詩，多被唐宋文人評說一覽表 

唐宋史料 
 
詩作 

唐宋時期選本 唐宋時期詩話 唐宋時期筆記、 
其他典籍 

藍田石門

精舍 
《文苑英華》 殷璠《河岳英靈集》

「王維」：「一句一

字，皆出常境，至如：

『落日山水好，漾舟

信歸風』、『澗芳襲人

衣，山月映石壁』」 

計有功《唐詩記事》：

「一句一字，皆出常

境，至如：『落日山水

好，漾舟信歸風』、『澗

芳襲人衣，山月映石

壁』……詎肯慚于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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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袤《全唐詩話》：「一

句一字，皆出常境，

至如：『落日山水好，

漾舟信歸風』、『澗芳

襲人衣，山月映石

壁』……詎肯慚于古

人也」 

也」 

送別(聖代

無隱者) 
《河岳英靈集》

《唐文粹》 
《文苑英華》 

  

西施詠 《河岳英靈集》

《唐文粹》  
張戒《歲寒堂詩話》：

「世以王摩詰律詩配

子美，古詩配李白 ，
蓋摩詰古詩能道人心

中事，而不露筋骨，

律詩至佳麗而老成。

如……〈西施篇〉……，

信不減太白」 
尤袤《全唐詩話》：

「『賤日豈殊眾，貴來

方悟稀』……詎肯慚于

古人也」 

 

終南山 《又玄集》 
《文苑英華》 李頎《古今詩話》：「說

者謂王右丞〈終南詩〉

皆譏時宰。詩云：『太

乙近天都，連山接

隅』，言勢位盤據朝野

也；『白雲回望合，青

靄入無』，言徒有表而

無內也；『分野中峰

變，陰晴衆殊』，言恩

澤也；『欲投人處宿，

隔水問夫』，言畏禍深

也。」 (另見計有功

《唐詩記事》、尤袤

《全唐詩話》) 

《宣和畫譜》：「維善

畫，尤精山水……觀其

思致高遠，初未見丹

青時，詩篇中已自有

意。…...『白雲回望

合，青靄入看無』之

類，以其句法皆所畫

也」 

和賈舍人 《文苑英華》 《後山詩話》：「王摩 龐元英《文昌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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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朝大明

宮之作 
詰云：『九天宮殿開閶

闔，萬國衣冠拜冕

旒。』子美取作五字

云：『閶闔開黄道，衣

冠拜紫宸』，而語益

工」 
葛立方《韻語陽秋》：

「『九天閶闔開宮

殿，萬國衣冠拜冕

旒』，王摩詰詩也，杜

子美刪之爲五言句：

『閶闔開黄道，衣冠

拜紫宸』，而語益工。」

(另見張鎡《仕學規

範》) 
 

「禮部王員外因言和

詩最為難，唯唐賢尤

工於此。賈至〈早朝

大明宮〉曰：(詩略)。
王維和云：(詩略)。杜

甫和云：(詩略)。三篇

皆用鳳池事，唯工部

尤出於二公。」 
《苕溪漁隱叢話》：

「老杜〈和早朝大明

宮〉詩，賈至為唱首，

王維、岑參皆有之，

四詩皆佳絕。.….. 《後

山詩話》云：王摩詰

云：『九天宮殿開閶

闔，萬國衣冠拜冕

旒。』子美取作五字

云：『閶闔開黄道，衣

冠拜紫宸』，而語益

工。」 
積雨輞川

莊作 
《文苑英華》 葉少蘊《石林詩話》：

「唐人記『水田飛白

鷺，夏木囀黃鸝』為

李嘉佑詩，王摩詰竊

取之，非也。此兩句

好處正在添漠漠、陰

陰四字，此乃摩詰為

嘉佑點化以自見其

妙，如李光弼將郭子

儀軍，一號令之，精

彩數倍。不然如嘉佑

本句但是詠景耳，人

皆可到。」 
 
《韻語陽秋》：「『水田

飛白鷺，夏木囀黃鸝』

李嘉佑詩也。王摩詰

衍之為七言曰：『漠漠

李肇《唐國史補》：「維

有詩名，然好取人文

章嘉句，……『漠漠水

田飛白鷺，陰陰夏木

囀黃鸝』李嘉佑詩也」 
(另見曾慥《類說》) 
 
晁公武《郡齋讀書

志》：「李肇譏維『漠

漠水田飛白鷺，陰陰

夏木囀黃鸝』之句，

以為竊李嘉佑，今嘉

佑之集無之，豈肇厚

誣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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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田飛白鷺，陰陰夏

木囀黃鸝』而興益

遠。」 (另見張鎡《仕

學規範》) 
 
魏慶之《詩林玉屑》：

「王維詩云：『漠漠水

田飛白鷺，隂隂夏木

囀黄鸝』極盡寫物之

工(《室中語)》」 
 
周紫芝《竹坡詩話》：

「王摩詰乃云：『漠漠

水田飛白鷺，陰陰夏

木囀黃鸝。』摩詰四

字下得最為穩切」 
送祕書晁

監還日本 
《極玄集》 
《又玄集》 
《文苑英華》 

  

息夫人 《河岳英靈集》

《國秀集》 
張戒《歲寒堂詩話》：

「世以王摩詰律詩配

子美，古詩配李

白 ，……如……〈息夫

人〉……，信不減太白」 
張表臣《珊瑚鈎詩

話》：「杜牧之〈息夫

人〉詩曰：『細腰宮裏

露桃新，脈脈無言度

幾春。至竟息亡緣底

事，可憐金谷墜樓人』

與所謂『莫以今朝

寵，難忘舊日恩。看

花滿眼淚，不共楚王

言。』語意遠矣。蓋

學有淺深，識有高

下，故形於言者不同

也。」 

 

送元二使 《才調集》 范温《潛溪詩眼》：「唐 方嶽《深雪偶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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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再將《品彙》之外，獲明人多種或單一版本所錄的劉氏佚評，指向的「王

維詩」，被唐宋文人評說的情形計入，可以發現劉氏佚評所對應的王維詩，多見唐宋

文人評說的趨向更為明顯。如〈漢江臨泛〉(楚塞三湘接)、〈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

茲表列唐宋人對上述二詩評說情形如下： 
 
表(八)《品彙》之外所見劉氏佚評對應的王維詩，被唐宋人評說一覽表 
 

安西 
 

《文苑英華》 人尤用意小詩，其命

意與所敘述，初不減

長篇，而促為四句，

意正理盡，高簡頓

挫，所以難耳。故必

有可書之事，如王摩

詰云：『西出陽關無故

人』故行者為可悲，

而勸酒不得不飲，陽

關之詞不可不作」 

「『渭城朝雨裛輕

塵，客舍青青柳色

新。勸君更進一杯

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此摩詰〈送元二使安

西〉詩也。世傳〈陽

關圖〉，亦摩詰手，遂

稱二妙。」 

唐宋史料 
 
詩作 

唐宋時期選本 唐宋時期詩話 唐宋時期筆記、 
其他典籍 

漢江臨泛  陳岩肖《庚溪詩話》：

「六一居士〈平山堂〉

長短句……豈用摩詰

語耶。然詩人意象到

時，語偶相同亦多

矣。」(另見陸游《老

學庵筆記》、吳曾《能

改齋漫錄》) 
魏慶之《詩人玉屑‧

輕重對》「意高則不

覺」王維〈漢江〉) 

 

九月九日

憶山東兄

弟 

 《苕溪漁隱叢話‧後

集》：「子美......王摩

詰……朱放……此三

人，類各有所感而

作，用事則一(指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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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六)(七)可見，唐宋文人對王維詩的單一詩篇予以總評者，如〈送友人歸

山歌〉、〈隴頭吟〉、〈終南別業〉、〈山中送別〉、〈班婕妤〉、〈輞川集‧漆園〉、〈送別〉

(一名〈綦毋潛落第還鄉〉)(聖代無隱者)、〈西施詠〉、〈送祕書晁監還日本〉、〈息夫

人〉、〈送元二使安西〉。相較之下，元刊本所錄劉評，雖亦對這些詩作予以總體的評

賞，但觀點頗不相同，不像宋人或以「氣骨」評賞其內容格調，或以「含蓄」、「善

用事」等修辭技巧、表現手法而予以稱讚，或由特定詩體風格「佳麗而老成」概括

王維詩的特色。元刊本的劉評更著意由「自適目前」的常見之景、表現「恨惋」、「斷

腸」的語言樣態，以及「不刻意」的構思方式，來詮釋王維詩篇的特色。至於《品

彙》所錄的劉氏佚評，對這類詩作，除了〈息夫人〉、〈送元二使安西〉亦繼承唐宋

文人的正面評價，而予以總體詩篇的評賞；對〈送別〉、〈西施詠〉、〈送祕書晁監還

日本〉二詩，則在繼承唐宋文人所持正面評價的基礎上，更就其中一聯、或一句的

佳處，予以指明。 
唐宋文人特就王維詩篇中的個別詩句，予以選評者，如〈少年行〉之二「縱死

猶聞俠骨香」、之三「虜騎千重只似無」、〈觀獵〉「風勁角弓鳴」、〈藍田石門精舍〉

「落日山水好，漾舟信歸風」、「澗芳襲人衣，山月映石壁」。〈積雨輞川莊作〉「漠漠

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這類作品或詩句，在唐宋人的評說之中，正負評價

二面皆有，以〈少年行〉、〈積雨輞川莊作〉最是。相較之下，元刊本對這類詩作，

則改變觀點與評價的態度。如對〈少年行〉則由總體詩篇肯定為「好」。對〈觀獵〉

則由「氣概」的觀點，取代「老成」。《品彙》所錄劉氏佚評，對這類的詩作，或改

變焦點，另外摘句評說，如〈藍田石門精舍〉；或是雖然依照前人摘取的詩句品評，

然對既有的正負評價，則有所取捨，並且重新詮釋該詩句的意義，如〈積雨輞川莊

作〉。由劉氏佚評可見劉辰翁藉由摘取評賞這兩首詩的特定詩句，而共同體證的詩觀

之一，即指出寫景應出於「平常」而「自然」，方得「佳趣」。相較於唐宋以來持「超

出常境」或「竊取前人文句」的評說觀點而言，頗見不同。 
唐宋文人對王維詩的評說，兼有總體詩篇與個別詩句者，如〈齊州送祖三〉、〈終

南山〉、〈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其觀點或是一一指明王維詩中個別詩句「超出

九日、茱萸)，命意不

同。」 
王讜《唐語林》引劉

禹錫曰：「『茱萸』二

字，經二詩人用，亦

有能否。杜甫……王右

丞…..最優也」(另見吳

曾《能改齋漫錄》、陳

善《捫蝨新語》、洪邁

《容齋隨筆》、尤袤

《全唐詩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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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境」、寓託「政教諷諭」的用意，或單就一聯的意象，對王維與杜甫的詩藝高下予

以評比。相較之下，元刊本的劉評，則就個別詩句，予以「只是眼前」的評斷。《品

彙》所錄的劉氏佚評，對〈終南山〉一詩所提出的評述：「不深僻」、「清奪眾妙」，

係就總體詩篇的風格樣態與藝術效果而發，此一觀點，與唐宋以來好對此詩作言外

「政教譏刺」之深意的比附者，頗見不同。而對〈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雖依

照唐宋人所摘出的一聯而評，但是評價的態度上，乃是對王維的應制之作，不流於

「痴重」，而予以肯定。此一評說的結果，與唐宋文人意在凸出杜甫的同題詩作較王

維更見「語工」的觀點，亦不相同。 
綜合上述，則元刊本及劉氏佚評，皆強調「平常」、「自然(不刻畫)」、「有情」

的觀點以回對、改造前人對王維詩的評說。不過，劉氏佚評，順承王維詩既有模範

詩篇或詩句，而予以改造。元刊本的劉評則著重在這類既有評賞王維詩篇或詩句的

視域之外，引導讀者關注被長期漠視的王維詩篇。此一取向有別劉氏佚評。 
 
四、 結論 
 

由於篇幅所限，本文只能先將論述的重點集中在比對元刊本劉評，與劉氏佚評

之間的同異，並就其間所涵具而有待日後進一步深思的詩學課題略做提點。從上文

可見，劉辰翁校評王維詩實存在著二種內容。這當中可能指向劉辰翁前後詩觀的變

遷，以及他對唐宋時期文人評說王維詩之觀點的不同省思。那麼何以他要特別提出

有情而無意(自然)的觀點？又為何前後觀點存在變遷？這與當時詩學課題及社會文

化的轉變有何關係？又明代文人為何與如何在辨體的視域下，選擇性接受劉辰翁的

觀點？儘管過去學界對劉辰翁的詩歌評點已累積諸多良好的研究成果，然而當劉氏

佚評的史料問題被重新思考之後，上述的論題，就有進一步被探究的必要。 
 

四、 建議 

無 

五、 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一) 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十七屆暨唐代文學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上、下冊 

(二) 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十七屆暨唐代文學國際學術討論會會議手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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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4 年第 35 卷第 3 期 

 

六、其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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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 104  年 10  月 22  日 

                                 

一、 參加會議經過 

此次會議全名：「2014中國詞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由中國詞學學

會與廣州暨南大學文學院主辦。2014年 12月 25日報到，26日至 27

日進行分組專場學術交流，28至 29日文化參訪。本人於會議結束後即

返臺，未參加文化參訪。26日上午開幕式暨大會主題報告，於暨南大

學科學館國際學術會議廳舉行。本人是大會主題報告人之一，宣讀論

計畫編號 MOST  102－2410－H－004－217－MY2 

計畫名稱 「詞」與「經」、「史」的會通：陳維崧詞學綜論 

出國人員

姓名 侯雅文 
服務機構

及職稱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副教授 

會議時間 

103 年 12 月 25
日至 
103 年 12 月 29 
日 

會議地點 
中國廣州 

會議名稱 
(中文)2014 中國詞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英文)略 

發表題目 
(中文)嶺南屈大均詞在晚清詞學的意義 

(英文)略 



2 
 

文：嶺南屈大均詞在晚清詞學的意義。並參加第三組學術交流，擔任

27日第一場次評議人，討論臺灣學者柯秉芳〈論李慈銘詞學思想轉變

及其心境流轉〉，地點在暨南大學第二文科樓 8樓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中

心會議室。會議結束後，隨即搭機返臺。 

二、 與會心得 

本次會議，大會主要議題計有：(一)詞學文獻的整理與研究；(二)

詞體的詩化、曲化及詞體嬗變史研究；(三)詞史編撰及詞學學術史研

究；(四)詞與音樂關係、詞調創造及詞體律化研究；(五)詞體的社會

文化功能研究；(六)現當代詞創作及詞社活動研究；(七)近現代的詞

選本及詞學教育研究；(八)嶺南詞及詞的地域文化特色研究；(九)其

他有關詞學的專題研究。 

本人參與第三組學術交流，茲就觀察結果，摘錄、總結學者研究

論點如下： 

(一) 詞學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如鄧子勉〈繆荃孫與近代詞集叢編

的校刊─由《藝風老人日記》的記載說起〉探討繆荃孫《藝風老

人日記》對「近代詞集叢編的編輯與刊印」工作之細節的記錄、

謝永芳〈清詞互見考論〉指出「互見清詞的文獻來源和清詞互見

的基本類型，與前代尤其是宋代大體相同，即主要來自互見雙方

的詞別集，同時或稍後的詞選本，以及與詞有關的其他典籍」、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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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英〈《清詞珍本叢刊》所錄六卷本《詞覯》版本差異初探〉指出

「六卷本《詞覯》中高鳳翔詞作誤題為吳偉業之篇章，並藉此可

校正《全清詞‧順康卷》內容」、夏令偉〈論王國維詞之《海寧王

忠慤公遺書》本〉指出「該本存詞 115首，幾近全本，較能體現

王國維詞的整體面貌」。此外，尚有甘松〈民國時期詞集箋注整理

之特色及影響〉的論點，亦屬於此一主題。沈松勤〈《京華詞》敘

錄─兼論曹爾堪晚年詞風〉指出「《京華詞》一卷，《全清詞‧順

康卷》與《順康卷補編》均未收錄，為曹爾堪八世孫秉章抄本」、

「最能體現曹爾堪晚年這一詞品詞風特徵」。 

(二) 詞史編撰及詞學學術史研究：如陳水雲〈常州詞派的「根」

與「樹」─兼論常州詞派的流傳路徑與地域分布〉指出常派「後

來的發展過程中通過詞壇唱和、思想砥礪、編輯詞集等方式壯大

聲氣，逐漸在京師、吳中、浙西等地傳播開來」、劉東海〈清初詞

壇多人步韻唱和的傳播特點與局限─以秋水軒唱和為例〉指出「中

國古代傳播中『士林效應』、『權位效應』和求穩性的治統意識作

用下傳播方式的缺陷以及官方代表在傳播內容中的退縮性和滯後

性」、鹿苗苗〈郭麐與乾嘉、嘉道詞壇〉指出「郭麐與常州詞派的

爭議主要來自於內容主張『自抒其襟靈』而非『以忠孝立意』」。 

(三) 近現代的詞選本及詞學教育研究：如張再林〈略論張積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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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淺碧山房詞選》〉指出「是一部以唐宋詞為主的存史型通代

詞選，意在傳人傳詞」、卓清芬〈陳匪石對宋詞的接受探析〉指出

周邦彥成為晚清民國最受推崇的詞人，吳文英詞更在晚清民國掀

起夢窗熱，宋詞經典的形塑和再造，正是晚清民國詞學所關注的

課題」。 

(四) 現當代詞創作及詞社活動研究：如楊傳慶〈清遺民詞社─須

社〉指出「須社詞侶將須社與宋遺民詩社『汐社』聯繫，借填詞

抒發故國之思，其成為民國之『汐社』的直接原因是北洋政府的

滅亡」、方妙鳳〈蒼茫家國無窮淚─陳寶琛《聽水齋詞》研究〉指

出「陳寶琛在詞學風格的選擇上，顯然與須社精神領袖朱祖謀有

別，而較傾向於其同鄉先賢謝章鋌」、潘柏年、林曉筠〈秋瑾詞作

分期研究〉指出「當分『待字閨中』、『湘潭王家』、『北京日本』、

『積極革命』四期」。 

(五) 詞體的社會文化功能研究：如郭文儀〈甲午變局與詞壇新貌〉

指出「道咸以來，『詞亦有史』、『意內言外』的詞學尊體的要求得

到了真正的實踐，清代詞風至此一變」。 

(六) 其他有關詞學的專題研究：如張若蘭〈清代雲南詞人嚴廷中

詞述論〉指出「清代，滇雲一帶迎來詞創作之高峰，尤其伴隨著

清代中期雲南漢文學經典樣式創作高峰的到來，詞壇也有蔚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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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之態，其中宜良嚴廷中聲名較著」、鄭亞芳〈納蘭性德邊塞詞編

年〉指出「通過參證清代有關歷史文獻資料，確認納蘭性德的邊

塞行踪」、丁鵬〈論蒲松齡的詞學創作〉指出「蒲松齡詞集名《聊

齋詞》，初未刊刻，也未見記載，僅以稿本、鈔本形式在極小範圍

內流傳」、「今其詞集以路大荒整理的《聊齋詞》92首最為可靠」、

鄭繼猛〈劉應秋詞論析〉指出「劉應秋詞的詞調選用多數符合《欽

定詞譜》格式，但也有部分詞的詞調格式與《詞譜》不合」、柯秉

芳〈論李慈銘詞學思想轉變及其心境流轉〉指出「早期學習《花

間》之小令，其後創作長調師法姜夔，衍浙西詞派之緒」、許博〈清

代「另類」邊塞詞及其文化內涵摭論〉指出「所謂的『另類』邊

塞詞說到底就是特殊的歷史環境造就的新的邊塞詞，反過來它們

又生動地描繪了那個歷史時代」、薛玉坤、朱堯〈「江南詞人」謝

玉岑及其悼亡詞論略〉指出「謝玉岑雖未明確加入過民國有影響

的詞社如聲社、午社、如社等，但其與朱彊村、葉恭綽、金松岑、

夏承燾、龍榆生、錢仲聯、郡潭秋諸師友的往來唱酬」、歐陽明亮

〈王國維對歐陽修詞的解讀及其詞學意義〉指出「對歐詞『意勝』、

『情真』等特點的強調和推崇，使他對歐陽修具體詞作的解讀往

往能透過文字表面，直探精神內核」。其他如胡元翎〈論高濂詞、

曲、劇創作的融通〉亦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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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本人發表論文題目是：嶺南屈大均詞在晚清詞學的意義。論文重

要結論，已於會後期刊發表。論文摘要如下，詳見侯雅文撰〈「詞

史重構」與「國變、家變之悲」─朱祖謀如何定位屈大均詞〉，《淡

江中文學報》第 32期，2015年 6月，頁 183-222。這篇論文屬

於 96年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論朱祖謀《詞莂》及其在詞學史

上的意義〉成果發表。 

嶺南屈大均詞在晚清詞學的意義 

                                                
    摘要 
     

屈大均的詩名，早自清初便十分受到矚目。然而，針對他的詞作，予以評賞，從

而張揚他的詞史地位，則遲至清代中葉之後，尤以晚清為最。此一形塑屈大均為清詞

典範的行為，正是晚清詞人讀者家國身世之感的投射。詮釋屈大均，也就是詞人讀者

的自我詮釋。據此，由晚清領袖詞人評說屈大均詞的觀點，亦可逆窺當時詞人群體的

時代心靈。 
 
一、清代評說屈大均詞的觀點概述 

 
清代評說屈大均詞的詞人讀者，頗多來自廣東。如道光、同治年間廣東南海譚瑩

(1800-1871)、光緒年間廣東番禺張德瀛(-1914)、祖籍福建，遷籍廣東番禺潘飛聲

(1858-1934)，曾入詞學社團─漚社。其中不免涵有推崇鄉先賢的心理動因。蓋屈大均

是廣東番禺人。此外，尚有浙江吳興朱祖謀(1857-1931)、臨桂況周頤(1859-1926)，亦

有評說屈大均詞的見解，不過二人並非屈大均同鄉，則其評說另有出自身世之感的動

因。尤其朱祖謀，在晚清民初高居詞壇領袖，他對屈大均的評說，相較其他人別具特

色而更有影響力，亦更可代表當時某一文人群體的時代心靈，本節僅略及，下一節再

作詳論。 
上述諸人評說屈大均詞的觀點之一 ，乃是凸出屈詞的某一風格，而予以讚賞；



7 
 

進而上比屈原。如況周頤《蕙風詞話》卷 5 云： 
 明屈翁山落葉詞。余卅十年前，即喜誦之。......末五字含有無限悽惋，令人不忍

尋味，卻又不容已於尋味。又『清淚好』……『紅茉莉』……哀感頑豔，亦復可

泣可歌。 
又如潘飛聲〈論嶺南詞絕句〉之九： 

賸水殘山鬱作詩，塞門騷屑又填詞。秣陵弔古蒼涼甚，可有金笳故國思。 
又如張德瀛《詞徵》卷 6 云： 

屈翁山詞，有〈九歌〉、〈九辯〉遺旨，故以《騷屑》名篇。觀其〈潼關感舊〉、

〈榆林鎮弔諸忠烈〉諸闋，激昂慷慨，如蒯通讀〈樂毅傳〉而涕泣，其遇亦可

悲矣。 
綜上可見，上述詞家所關注的屈大均詞，或是透通過華美的意象，隱喻傷逝緬懷

之感，或是藉由敘述史事，抒發忠憤之情。其中張德瀛的評說，更將屈大均詞的情感

意義上比屈原。 
次之，評說屈大均詞的觀點之二，乃是將屈詞和清初詞人比較，從而提高屈詞在

詞壇上的地位。如譚瑩〈論詞絕句又三十六首(專論嶺南人)〉之二一云： 
國初抗手小長蘆，除是番禺屈華夫。讀竟道援堂一集，彭(孫遹)鄒(祗謨)說擅倚

聲無。 
詩中「小長蘆」指朱彝尊，「道援堂集」指附刻在道援堂詩集後的詞集。就譚瑩的

觀點，乃是認為清初擅填麗語豔詞，以當行本色為標榜的彭、鄒二人，若與屈詞相較，

實算不上擅長倚聲一門。能與朱彝尊並駕齊驅者，唯有屈大均。 
相較這二種觀點，朱祖謀對屈大均的評說，別具新意。《彊村(邨)語業》卷 3〈望江

南〉第一首云： 
  湘真老，斷代殿朱明。不信明珠生海嶠，江南哀怨總難平。愁絕庾蘭成。 
詞中「庾蘭成」的「江南哀怨」，最為後人所樂道者，即是〈哀江南賦〉。則朱祖

謀將屈大均上比庾信，極可能專指屈大均詞集中，以「端州」為題的詞作。如〈戚氏〉

「端州感舊」、〈淡黃柳〉「端州郡署作，署曾作行宮」、〈木蘭花慢〉「飛雲樓作。樓在

端州公署後。己丑，皇帝南巡，嘗駐蹕其上」等。這類作品多追念南明永曆朝廷，撰

成年代約在康熙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間，時屈大均(1630-1696)56-59 歲，同庾信 65 歲

撰成〈哀江南賦〉，皆屬人生暮年，對故國的懷思。可是這類屈詞較少受到前人的關注。 
此外，屈大均本就以屈原自許，故詞集名《騷屑》；時人亦多以屈原比之。如詩人

梁佩蘭〈寄懷屈翁山客雁門二首〉之二：「在昔為靈均，君也今頡頏」，吳綺〈蕪城歌

贈送屈翁山〉：「忽聞屈子天際來，座中眾客歡如雷」，俱以屈原視屈大均。故如詞人張

德瀛的比附，實為順承，不顯特別。然而，朱祖謀卻逕以庾信為比，這顯示他對屈大

均詞的觀點，與清朝文人差異。則朱祖謀評說屈大均詞的意義為何，就格外值得注意

了。 
 
二、朱祖謀推崇屈大均詞的詞學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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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祖謀將屈大均詞的評說放在〈望江南〉「雜題我朝諸名家詞集後」二十六調第一

首。卻將堪續屈原的王船山詞，放在次首。這種安排頗有可玩味之處。首先，因為王

船山(1619-1692)與屈大均都以紹承屈原自許，也都偶見同情庾信之感。而且王的年輩

略長於屈。是故與朱祖謀同期的況周頤，述及清初可以上承陳子龍的詞家時，乃舉王

船山。可是朱祖謀卻未如此安排。 
其次，就清代中晚期以來詞壇所流行的常州詞學，對相關騷賦作家的評說，來省

思朱祖謀的安排，尚有如下意義，可進一步玩索。此即張惠言由「變風之義，騷人之

歌」去規定詞體的理想本源，則何以深知常派詞論的朱祖謀在第一首評說屈大均詞時，

不用屈騷相比，以呼應張惠言之說，卻援引庾信之作為比？又張惠言〈七十家賦鈔錄

目〉已論及屈原和庾信，在他的論述下，屈原和庾信，於辭賦的文體源流演變上，分

居「正體」與「變體之極」。則相對於張惠言之說，朱祖謀援引屈原和庾信二人之作，

以類比評說明清之際二位詞家：王船山與屈大均時，卻以張惠言評為「變體之極」的

庾信為先，而將張惠言視為正體的屈原，置之於後。何以如此。 
再則，詞學家將詞源上溯屈騷，此一改造詞體的行為，同時也涵有人格塑造的意

義。對中國古代的文人而言，詞品往往即人品。早自乾隆以來，如全祖望之輩已對庾

信的人品及文品，發出「信之無恥」、「荒蕪不雅」的批判。王船山面對國變，堅守「抱

獨之情」，築土室，自甘隱晦，拒逃禪，嚴交接，力主「自畛」、「孤心」。其志之「貞」、

之「正」，多為後人推崇。反觀屈大均「忽釋忽儒」，「晚年輒與官吏詩酒往還」，後人

對他的人品已有「其品不足稱」的疵議，見羅學鵬《廣東文獻四集》按語。朱祖謀卻

未將文品與人品氣節皆頗受後人肯認的屈原、王船山置於第一首，反而以文品、人品

氣節曾受後人嚴厲非議的庾信、屈大均為首，這種書寫背後所可能隱涵的國變之感，

尤可玩味。 
朱祖謀以屈大均上承陳子龍，實涵有對治稍前詞壇以王士禎上承陳子龍的源流統

緒，而顯重構家體、類體源流因變的詞史觀。這個論點，拙文已於前次會議發表，此

不贅述。本節透過上述比對朱祖謀之見和常派主張的不同，乃是意圖呈現朱祖謀對屈

大均的評說，同步反映了他對常派詞學主張的省思。由於清末民初以來，文人往往由

屈原理解朱祖謀詞學的意義，直至現今學界，承此脈絡，對〈望江南〉諸作的詮釋研

究，亦僅特就其中可見朱氏詞觀順承常派風騷論詞之處，予以發揮，較少關注朱祖謀

由庾信論屈大均詞的用心。若由朱祖謀於〈望江南〉優先庾信，而後屈原的安排來看，

這可能涵有朱氏後來對常州詞學予以反思，非如早先較顯順承的意義，從中可見朱祖

謀歷經清室覆亡之後，詞觀前後變遷的過程。他以屈大均詞重構詞史的作為，正投射

了如他這類歷經亡國之痛的文士，對政教、對民族文化、對出處進退的生命感思，以

下略作論述。 
 
 三、朱祖謀的國變、家變之悲與推崇屈大均二者的關係 

 
據王隼〈騷屑序〉所言屈大均詞「含商咀徵」、「律復整嚴」的特質，可見屈詞與

朱祖謀好「審音拈韻」的理念頗見契合，但朱祖謀所以凸出清初屈大均晚年抒發緬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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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國的詞作，更應與朱氏自身所遭遇的國變處境有密切關係。 
據夏孫桐〈清故光祿大夫前禮部右侍郎朱公行狀〉云：「公幼即穎異，耽文學。

光緒初，隨宦大梁，年甫冠，出交中州賢士，詩歌唱酬，才譽大起」，可見朱祖謀的詩

才，早年便受肯定。晚年更居詞壇宗主，由前引夏孫桐〈行狀〉云：「海內言詞者奉為

斗杓」、陳三立〈清故光祿大夫禮部右侍郎朱公墓誌銘〉云：「幼穎異，既長，博雅擅

文學，聲譽日起」、「進為國直臣，退為世詞宗」、吳士鑑〈為漚尹老前輩題校詞圖〉：「詞

宗今在上彊邨」、潘飛聲〈漚社詞選序〉云：「時朱古微先生，以詞壇耆宿，翩然戾止，

厥興甚豪，遂推祭酒」等時人之譽，可見一斑。 
又據夏孫桐〈行狀〉可知朱祖謀「家道轗軻，門祚單弱，六十後喪子，強作曠達，

中實軫結。與諸弟友愛最篤，季弟早世，叔弟里居，仲弟孝威亦寓吳，相依為命，前

歲病殁，傷之甚，遂益衰」，則朱氏於清亡之後，曾遭喪親之痛。且於「辛亥國變，不

問世事，往來湖淞之間，以遺老終」。〈行狀〉續曰：「袁世凱方為總統」、「急致書聘為

高等顧問，(朱祖謀)笑卻之，未與通一字」，當時已入民國，可見他無意出仕新朝。晚

年更編纂《滄海遺音集》，收錄「昔同游處，而國變後不復從政者」的遺老詞集。朱祖

謀雖有濃厚的遺老意識，但也與出仕民國者往來，如葉恭綽、陳煥章等，不故作矜持。

因而與王船山築土室，自甘隱晦，嚴交接，力主「自畛」、「孤心」的行徑與態度，未

必十分契合。從文壇地位、喪親之痛、不仕新朝，以遺老自終、不拒出仕者往來等作

為來看，與屈大均更為近似，這或許也是朱氏先屈大均而後王船山的原因之一吧。 
此外，民國元年(1912)，陳煥章等人創立孔教會，以「守死善道」自許，朱祖謀

曾參與助成。此可見陳煥章〈孔教會序〉所述。陳煥章，留學美國，歸國後出任袁世

凱政府的顧問及安福國會議員。朱氏並於孔教會成立同年為陳煥章《孔門理財學》一

書撰寫跋文。文中批判了士夫「妄自菲薄，以為我國舊學窳陋，而不適於用。糟粕六

經，吐棄不道」，也對篤舊之士不滿，指責他們「又深閉固拒彼所謂精新之學術、美備

之法制。本為我古經所具有者，又以不通彼學之故，不能撥檖而光晶之。徇人者忘己，

榮古者陋今，其蔽一也」。文末更大聲疾呼「歐美今日最新之學說，求之我二千年前之

古經，固已燦然明備。然後知孔教之大，而我國舊學果非窳陋而不適用也」，強烈流露

出保存、發揚固有傳統的使命感。此舉雖然不盡同於屈大均對外來夷狄文化時露貶抑

的觀點，但以遺民的身分，致力於「存道」的用心，如出一轍。屈大均《翁山文鈔‧

書逸民傳後》辯明遺老不與國俱亡的苦衷用心，其言曰： 
今之天下，視有宋有以異乎？一二士大夫，其不與之俱亡者，舍逸民不為，其

亦何所可為乎？世之蚩蚩者，方以一二逸民伏處草茅，無關於天下之重輕，徒

知其身之貧且賤，而不知其道之博厚高明，與天地同其體用，與日月同其周流，

自存其道，乃所以存古帝王相傳之天下於無窮也哉。嗟夫，今之世，吾不患夫

天下之亡，而患夫逸民之道不存。 
或許是因為如此相似的生命存在處境，使得朱祖謀特別關注屈大均及其詞中的故

國之思。 
 
四、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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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代之際，最是為難。屈原「盡忠」、「自傷不遇」，甚至不惜「自沈」與世

決裂的人格，固然可以提供改朝換代之際，文人精神心靈的依靠與處世行

為的指引。但屈原畢竟未親身經歷亡國，則其哀、其愁、其傷、其怨，得

以盡歷遍亡國之痛的文人心情乎。朱祖謀以一代詞人，於鼎革之際，重庾

信、屈大均，輕屈原、王船山，彰明了另一類遺民心緒，亦為後人理解、

體會那個複雜多變的時代，提供了一個很有深度的窗口。 

三、 建議 

無 

四、 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一)2014中國詞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下冊 

(二)2014中國詞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手冊 

六、其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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