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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花源記 陶潛 

 
晉太元 1 中，武陵 2 人，捕魚為業。緣 3 溪行，忘路之遠

近 4。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 5，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

繽紛 6，漁人甚異 7 之。復前行，欲窮 8 其林。 

林盡水源 9，便得一山。山有小口 10，彷彿若有光。便舍 11

船，從口入。初極狹，才 12 通人。復 13 行數十步，豁然開朗 14，

土地平曠 1 5，屋舍儼然 1 6，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

通 1 7，雞犬相聞 18。其中往來種作 19，男女衣著，悉如外人 20。

黃髮垂髫 21，並怡然自樂。 

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 22 答之。便要 23還家，設酒殺

雞作食 24。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 25。自云︰先世避秦時亂，

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 26，不復出焉，遂與外人 27 間隔。問今是何

世，乃不知有漢，無論 28 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 29 所聞，皆歎

惋。餘人各復延 3 0 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

語 3 1 云︰「不足為外人道 32 也。」 

既出 33，得 34 其船，便扶向路 35，處處誌 36 之。及郡下，詣

太守 37，説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

路。 

南陽劉子驥 3 8，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 3 9，未果 4 0，

尋 4 1 病終。後遂無問津 4 2 者。  

 

一、 作者簡介 

陶潛（公元 365–427），字淵明；一說名淵明，字元亮，東晉末、南朝

初潯陽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陶淵明志趣高尚，性情率真，既仰慕

豪俠，又博學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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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二十九歲入仕途，任鎮軍、建威參軍及彭澤令。後以「恥為五斗米

折腰向鄉里小兒」辭官回鄉，寫下《歸去來辭》自明心志，時年四十一

歲。之後躬耕田園，不再任官職。五十六歲那年，劉裕篡晉，是為南朝宋

武帝。此後陶淵明的作品不再以朝廷的年號作為歲月的標誌，改以天干地

支紀年，以示忠於前朝。之後躬耕退隱，劉裕欲招攬他，差遣權貴多番親

近，他都不為所動，堅持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的氣節。六十三歲病

逝於柴桑，謚號「靖節」，世稱「靖節先生」。梁朝昭明太子蕭統纂輯其

文，成《陶淵明集》；北齊陽休之編成十卷本《陶集》，為現存之版本。  
 
二、 背景資料 

《桃花源記》本作《桃花源記並詩》，或作《桃花源詩並記》。本篇只

選錄文章部分。  

有認為本篇作品的原型來自篇中提及的人物劉子驥。劉驎之，字子

驥，事跡見於《晉書‧隱逸傳》。事件在晉宋之間，流傳甚廣，陶淵明《搜

神後記》卷一、葉夢得《巖下放言》等都有記載。論者乃認為《桃花源

記》是在劉子驥原來的故事脈絡上，增刪情節，潤飾文辭，編撰而成。  

本篇的寫作旨趣歷來眾説紛紜。有認為是神仙述異之作，唐人多以桃

源為仙境，如王維《桃源行》有云︰「初因避地去人間，及至成仙遂不

還」；有認為是「記實之文」，鄭文焯指「六朝之時，士君子頗有喜異聞之

風，桃花源亦是當時喧傳之異聞；而陶公聆此，乃為記錄之」。又有認為本

篇乃淵明寄寓政事，表明自己不滿劉裕篡位，恥為宋臣，而有高蹈遠遯之

意。  

桃花源之事，不論述異或記實，均可寄意。吳楚材、吳調侯《古文觀

止》曰：「桃源人要自與塵俗相去萬里，不必問其為仙為隱。靖節當晉衰亂

時，超然有高舉之思，故作記以寓志，亦《歸去來辭》之意也」，所言甚

是。由《桃花源詩》首二句「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和末四句「借問

遊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清風，高舉尋吾契」所見，其寄寓避亂，追

求隱逸之意甚明。  

 

三、 注釋 
1. 太元︰東晉孝武帝司馬曜年號。 
2. 武陵︰郡名。今湖南常德市。 
3. 緣︰循着，沿着。 
4. 遠近：指路程之長短。 
5. 步︰古代長度單位。 
6. 落英：落花。繽紛︰繁雜。此處形容飄落的花朵，千姿百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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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異：感到奇特、異於尋常，作動詞用。 
8. 窮︰窮盡，作動詞用。 
9. 林盡水源：樹林的盡處，就是溪水的源頭。 
10. 小口：小洞。 
11. 舍︰通「捨」，捨棄。 
12. 才︰僅。 
13. 復︰再。 
14. 豁然開朗︰寬敞開闊的樣子。 
15. 曠︰遼闊、寬大。 
16. 儼然︰形容房屋排列整齊。 
17. 阡陌︰田間的縱橫小路，以區隔田畝。《風俗通》︰「南北曰阡，東西

曰陌。」交通︰交錯相通，四通八達。 
18. 雞犬相聞︰此句源於《老子》就「小國寡民」的構想︰「鄰國相望，雞

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19. 種作：耕作。 
20. 悉：全部。外人︰方外（中原禮教規管範圍之外）或塵世之外的人。因

為以漁夫的知識水平，不會懂得那些人的衣裝打扮屬於秦朝的風格，以

為他們是方外之民（外族）。就文化風俗而言，「方外之民」有隱士的

寓意。 
21. 黃髮︰借代老人，因其髮白轉黃。垂髫︰借代小童，因其垂髫為飾。

髫︰小童未束髻，額前垂下的頭髮。○粵 [條]，[tiu4]；○普 [tiɑ́o]。 
22. 具：通「俱」，全部。 
23. 要︰通「邀」，邀約、邀請。○粵 [邀]，[jiu1]；○普 [yɑ̄o]。 
24. 設酒︰即備酒。作食：做飯，烹調食物。食：食物，名詞。 
25. 咸：都，一起。訊︰音信、消息。 
26. 妻子：妻子及子女。絕境︰與世人隔絕之境。 
27. 外人︰此處指桃花源外的人，與上文「悉如外人」之「外人」意義不

同。 
28. 無論：更不必說。 
29. 具言︰詳盡地説。 
30. 延：邀請。 
31. 語：告訴，作動詞用。○粵 [御]，[jyu6]；○普 [yù]。 
32. 不足為外人道：不值得對外面的人説。 
33. 既出：離開桃花源之後。既，已經，或「…… 之後」。 
34. 得：尋獲。 
35. 扶︰沿着、順着。向路：即舊路，謂昔日來時之路。 
36. 誌︰記錄、留下標記。 
37. 詣︰前往，引申為拜訪。太守︰李公煥《陶詩析義》謂為劉歆，據陶公

《搜神後記》中《桃花源》事︰「太守劉歆，即遣人隨之往。」惟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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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記載，並無實據。 
38. 劉子驥︰即劉驎之。《晉中興書》曰︰「劉驎之，字子驥，一字道

民」，是隱逸之士。 
39. 規往︰計劃前往。另有版本作「欲往」。 
40. 未果︰未達成目的、未成事。 
41. 尋︰不久。 
42. 津︰渡口。問津︰詢問渡口之所在，引申為問路、尋訪之意。 

 
四、 賞析重點 

本文記述漁人無意間發現桃花源的經過與見聞，寄寓陶潛對和諧淳樸

之理想生活的嚮往。  

首段記漁人偶遇桃花林。「晉太元中」幾句，簡潔交代時、地、人。

「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寫漁人因捕魚，沒有意識到自己走了多遠。「忽

逢」，點出事出意料之外，與「甚異之」相呼應，凸顯偶遇桃花林的驚喜。

「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簡單勾勒美景，漁人因

而稱異，引出「復前行，欲窮其林」一句，收束上意，開啟下文。  

第二段寫發現桃花源的經過與見聞，展現一幅農家生活樂景圖。「林盡

水源」承接「窮其林」而來，林盡而見水源之際，突見「一山」。「山有小

口，彷彿若有光」，此處以山之大寫口之小，以微弱之光寫山之神秘，下啟

「初極狹，才通人」，然後引出闊境。接下的「豁然開朗」至「鷄犬相聞」

幾句，寫桃花源的村莊，景中見人跡，有以景寫人之妙。「土地平曠，屋舍

儼然」，寫人的居住環境平曠舒適，屋舍齊整，氣氛和諧；「良田、美池、

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鷄犬相聞」寫環境之優美寧靜，亦見人之善於耕植

與飼養。「鷄犬相聞」巧用《老子》典故，暗寓人事之簡單淳樸。「其中往

來種作」至「並怡然自樂」寫景中之人。「其中」二字，巧妙地將人置於景

中，見人與景物之融合。「往來種作」上承接「良田、美池、桑竹」與「阡

陌交通」，下扣「怡然自樂」，含蓄寫人之善於、勤於、樂於種作。「男女衣

著，悉如外人」，寫男女衣著脫俗如隱逸之士，為後面的「避秦時亂」一段

作伏筆；「黃髪垂髫，並怡然自樂」，寫老老少少皆心境愉悦。整段文字展

現了一幅農家生活樂景圖，與下段村民之待客情節遙相映照，凸顯主題。  

第三段寫漁人與桃花源村民的接觸交往，進一步展現村民之淳厚。「見

漁人」至「作食」，初步寫村民善良、真率、好客，生活豐足，快樂無憂。

「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上承「問所從來」，深化主題。「自云」至

「皆歎惋」，記漁人與村民交談，村民述説因避秦時亂而來此隱居；不知道

有漢與魏、晉；對漁人所述外間之事，又都驚歎惋惜。再次回應主題寫村

人之率真，亦見其避世隱居已久。「皆歎惋」，寫村民之歎惋，並寄寓陶潛

之歎。「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遙扣「便要還家」，反復呈現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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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單純且好客，並非個別村民會這樣做，而是整村民風如此。末句「不足

為外人道也」，既指在外人看來奇異的生活情況，對村民而言是平常事，也

暗示村民對這種生活的珍視，不想受到外來的打擾。  

第四段，寫漁人離開之時，處處留下記號。回去後還告知地方官，派

人去尋找，但找不着。以漁人留記號的謹慎，卻不復得路，為桃花源添上

疑幻和迷離，見其可遇不可求。  

最後一段，寫隱逸之士劉子驥聽聞後，嘗試去尋找這地方，卻找不

到，不久更因病離世。後來，就沒有人繼續去找了。這樣的收結，增添了

神秘感，留給讀者很大的想像空間。  

文章第二、第三段為全篇之主要部分，詳寫桃花源的位置、村莊景致

與民風，展現陶潛所嚮往的理想生活。其餘各段文辭簡略，旨在加強表達

主題，如第一段記偶然發現桃花林，以見其位處偏遠、景色奇麗；第四、

第五段記桃花源之不可復尋，以見其可遇不可求。全文各部分詳略得宜，

布局巧妙，題旨突出。  

作者透過記述漁人發現桃花源的經歷以表達題旨，故通篇以記敍為

主，而敍事脈絡清晰，情節波瀾起伏。首先，作者以漁人的行蹤及見聞串

連起整個故事，漁人先發現桃花林，再窮其林而見山口，沿山口而入才發

現桃花源與村莊；之後與村民接觸交往；離開時處處留下記號，後來依記

號再尋此地卻不獲。全文脈絡清晰而且文意暢達。其次，故事情節迂迴曲

折，引人入勝：如第三段漁人初見村民，村民大驚，甚有戒備，但交談後

隨即請他回家，熱情招待，氣氛一張一弛，甚有戲劇效果；村民叮囑漁

人：桃花源之事不足為外人道，但漁人回去後卻立即告知太守前去尋找，

氣氛緊張之際，卻又戲劇化地不復得路；再如第五段，當大家以為故事就

此完結時，突然來了個劉子驥規劃前往，正當大家再猜想情節如何發展之

際，他也是遍尋不獲，劉子驥病故之後桃花源之事再無人問津。情節可謂

波瀾起伏，千迴百轉，甚具小説的特色。  

本篇寫景同樣匠心獨運，手法巧妙。首先，以漁人的行蹤引出各種景

象，景象轉換自然，且奇景百出，令人目不暇給。如漁人忘路之時，忽逢

桃花林，展現出第一個奇景，那是一片絢麗繽紛的花海。隨着漁人走到桃

花林盡處，畫面一轉，就出現另一景色：那是一座山，漁人因桃花之美而

窮盡其林，卻只得一山，那是意料之外的奇景。山口細小，若隱若現有微

光，十分奇異和神秘，又是一奇景。漁人好奇從山口入，於是景隨步移，

又換來一景：山口極窄，勉强可以容一人擠過。通道如此狹窄，又有誰會

料到，再走數十步，豁然開朗，出現迥然不同的景象，那是一個充滿人間

溫情的村莊呢！通篇景象轉換迅速，變化萬千，出人意表。其次，作者善

於點畫美景，寫景只用白描，每每寥寥數語，就能把景象描繪得活靈活

現，如「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幾句，才十二個字，就寫盡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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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林之奇美，使桃林之寬廣，花草之香氣、色彩、色澤，花落之動感、美

感，全然躍現。又如「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無須任何修飾，以「彷彿

若有光」就凸顯山口的神秘，將小口裏面的陰森、曲折全部略去，簡潔凝

練之餘，也留給讀者想像空間。又如「土地平曠」至「並怡然自樂」一

段，同樣用白描手法，平白如話，無意地數説見到了屋、田、池、阡陌、

鷄犬、男女、老幼，自然就構成了一幅寧靜和諧，充滿人情味的農家生活

樂景圖。  

本篇文字以記事為主，幾乎全用散句，全文只有「芳草鮮美，落英繽

紛」、「土地平曠，屋舍儼然」和「阡陌交通，鷄犬相聞」三句對偶，用以

描繪景物。通篇文句簡短，用語淺白，卻精妙耐讀，如「窮其林」、「林盡

水源」，當中的「窮」與「盡」，簡單二字，就説盡漁人之好奇心，以及路

途之遙遠。如「見漁人乃大驚」，用一「驚」字，不加配詞，傳遞的意思反

而更多，寫盡村民驚訝、驚奇、驚懼的心情。又如「問今是何世，乃不知

有漢，無論魏、晉」句，一個「乃」字，精妙地點出漁人對村民不知外界

情事之意外，「不知」與「無論」二詞則互相緊扣，呈現村民不問世事已

久。再如「此人一一具言所聞，皆歎惋」，用「具言」簡括「此人」所言一

切，用「皆歎惋」指所言之事令人惋惜，其餘一一留白讓讀者想像與推

測。言有盡而意無窮。  

文章無論記事或寫景皆善於留白，言詞質樸自然，卻意蘊豐贍。蘇軾譽

陶潛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本篇雖非詩歌，亦可見此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