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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詩的發展及其特色 

唐朝（公元 618—907）二百九十年間，為我國詩歌發展的黃金時代。詩壇

上雲蒸霞蔚，名家輩出，無論在詩的體裁、風格與寫作技巧上，均能震古爍今，

影響深遠。 

清（公元 1644—1911）康熙（公元 1662—1722）年間編纂的《全唐詩》，

收錄二千二百多詩人的作品四萬八千餘首，再加《全唐詩補選》、《補全唐詩》

、《全唐詩續補遺》，以及敦煌殘卷所存的，數量多達五萬首。 

唐朝建立後的最初三十多年，詩壇上仍彌漫著梁（公元 502—557）陳（公

元557—589）餘風。1武則天（公元624—705）當政時期，王勃（公元649/650—676）、

楊炯（公元 650—692）、盧照鄰（公元 636—689）、駱賓王（公元 640？—684）、

沈佺期（公元 656—713）、宋之問（公元 656？—713？）和杜審言（公元 648？—708）

等陸續登壇。經過他們的努力，唐詩的題材和主題由宮廷的淫靡改為都市的繁華

和正常的男女之愛，由台閣應制擴大到江山之美和邊塞之情，風格較為明快清新。
2
同時，陳子昂（公元 661—702）從漢魏風骨中汲取素養來開闢唐詩的疆域。他

把握住對超現實的嚮往和對現實的執著這一基本矛盾，用新的語言和形象在詩中

加以表現，上承阮籍（公元 210—263）、曹植（公元 192—232），下開李白（公

元 701—762）、杜甫（公元 712—770）。3 

從玄宗（李隆基，公元 685—762，公元 712—756 在位）即位起的半個世紀

為盛唐時期。這一時期，因不同的生活道路與不同的生活態度，詩人們或者成為

高蹈的退守者，如孟浩然（公元 689—740）、常建（生卒年不詳）、儲光羲（公

元 707—760）等4，或者成為熱情的進取者，如高適（公元 706—765）、岑參（公

元 715？—770）、李頎（公元 690—751）、王昌齡（公元 698—756）等5，或者因

時變化，兩者兼之，如王維（公元 692—761）等。 

安史之亂（公元 755—763）是唐帝國由盛轉衰的界標，也是唐代文學發展

                                                 

1
 斯時作品，文辭艷麗，但內容空洞。舉如蕭綱〈詠內人晝眠〉：「北窗聊就枕，南簷日未斜。
攀鉤落綺障，插捩舉琵琶。夢笑開嬌靨，眠鬟壓落花。簟文生玉腕，香汗浸紅紗。夫婿恆相伴，
莫誤是倡家。」 

2
 王勃〈滕王閣詩〉：「滕王高閣臨江渚，佩玉鳴鸞罷歌舞。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卷西山雨。  
閑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 

3
 陳子昂〈登幽州臺歌〉：「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4
 孟浩然〈春曉〉：「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5
 王昌齡〈從軍行〉（其五）：「大漠風塵日色昏，紅旗半卷出轅門。前軍夜戰洮河北，已報生
擒吐谷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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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個轉捩點。亂前以李白為代表的浪漫主義和亂後以杜甫為代表的現實主義雙

峰並峙，在詩歌創作方面，顯示了盛唐之所以為盛。李白熱愛現實生活中一切美

好的事物，而對其中不合理的現象則毫無顧忌地投之以輕蔑。這種已被現實牢籠

但不願意接受，反過來卻想征服現實的態度，是後代人民反抗黑暗勢力與庸俗風

習的一股強大精神力量。這也就是李白的獨特性，和杜甫始終以嚴肅悲憫的心情

注視、關心和反映黎民百姓命運的那種現實主義精神是相反而相成的。杜甫以積

極的入世精神，為國家的安危、人民的哀樂而歌唱。這就是後人尊李白為詩仙，

尊杜甫為詩聖的理由。 

代宗（李豫，公元 726—779，公元 762—779 在位）大曆時期（公元 766—779)

的詩人，生活在一個遭受了極大破壞以至物質精神都貧乏的社會裏。這一時期，

錢起（公元 710—782）、李端（公元 743—782）、韋應物（公元 737—792）、司

空曙（公元 720？—790？）、盧綸（公元 748？—798？）、戴叔倫（公元 732—789）、

李益（公元 748—829）等的作品，著力於時序的遷流、節物的變化、人事的升

沉離合等方面的描繪。其中，韋應物之澄澹、李益之悲慨，尤為後人所稱賞。6憲

宗（李純，公元 778—820，公元 805—820 在位）元和時期（公元 806—820) ，

一度中衰的詩壇重又興盛。此時期有兩個源出於杜甫的詩派：一派以白居易（公

元 772—846）為首，元稹（公元 779—831）、張籍（公元 766？—830？）、王建

（公元 767—830）、李紳（公元 772—846）等為羽翼，對杜甫的繼承側重於正視

現實、抨擊黑暗，並努力使自己的語言更通俗流暢、生動感人。7另一派以韓愈

（公元 768—824）為首，孟郊（公元 751—814）、賈島（公元 779—843）、盧仝

（公元 795—835）、李賀（公元 791？—817？）等為羽翼，繼承了杜甫在藝術上

刻意求新、富於創造性的精神，多寫險怪、幽僻、苦澀、冷豔，且以散文句法入

詩。8文宗（李昂，公元 809—840，公元 826—840 在位）到宣宗（李忱，公元

810—859，公元 846—859）的三十餘年間，最為活躍的詩人是杜牧（公元

803—852）、溫庭筠（公元 812—870）和李商隠（公元 813—858？）。杜牧出於

                                                 

6
 韋應物〈寄李儋元錫〉：「去年花裏逢君別，今日花開又一年。世事茫茫難自料，春愁黯黯獨
成眠。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聞道欲來相問訊，西樓望月幾回圓。」又〈調笑令〉：
「胡馬，胡馬，遠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獨嘶，東望西望路迷。    迷路，迷路，邊草無窮日
暮。」 

李益〈江南曲〉：「嫁得瞿塘賈，朝朝誤妾期。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 」 

7
 白居易〈賣炭翁〉：「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賣炭得
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夜來城外一尺雪，曉駕炭車
輾冰轍。牛困人饑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書口
稱敕，回車叱牛牽向北。一車炭，千餘斤，官使驅將惜不得。半匹紅紗一丈綾，系向牛頭充炭
直。」 

李紳〈憫農〉：「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  

8
 韓愈〈利劍〉：「利劍光耿耿，佩之使我無邪心。故人念我寡徒侶，持用贈我比知音。我心如
冰劍如雪，不能刺讒夫，使我心腐劍鋒折。決雲中斷開青天，噫！劍與我俱變化歸黃泉。」 

孟郊〈登科後〉：「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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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韓。他將清新峻拔熔為一爐，表達詩中較為豐富的政治抱負和激情。9溫庭

筠精通音律，詞的成就更高於詩，其詩辭藻華麗，濃艷精緻，多寫閨情。李商隱

長於七律，他以精心的結構、瑰麗的語言、沉鬱的風格發抒自己的身世之感、家

國之哀。10懿宗（李漼，公元 833—873，公元 859—873）即位至唐亡 (公元 860—906)，

詩人不少，成就不大。到了北宋，五七言古今體詩才又以一種新的面貌出現。 

唐代為我國詩之盛世，唐人以種種因緣，在詩壇上留下空前之偉績，宋人欲

求樹立，不得不變唐人之所已能，而發唐人之所未盡。宋代詩壇流派紛陳，風格

迥異，有頗近唐音的，也有別具面目的。最稱大家的是蘇軾（公元 1037—1101）、

黃庭堅（公元 1045—1105）和陸游（公元 1125—1210），其次則是梅堯臣（公元

1002—1060）、王安石（公元 1021—1086）、陳師道（公元 1053—1101）、陳與義

（公元 1090—1138）、范成大（公元 1126—1193）、楊萬里（公元 1127—1206）

諸家。蘇軾始學劉禹錫（公元 772—842），晚學李白，黃庭堅宗杜甫。宋詩之有

蘇黃，猶唐詩之有李杜。 

詩本以言情，情不能直達，寄於景物，情景交融，故有境界，似空而實，似

疏而密，這正是唐人之所長。唐詩以情景為主，即敍事說理，亦寓於情景之中，

出以唱歎含蓄。宋人則略唐人之所詳，詳唐人之所略，將唐人以為不能入詩或不

宜入詩之題材皆寫入詩中，務求充實密栗。就內容論，宋詩較唐詩更為廣闊；就

技巧論，宋詩較唐詩更為精細。不過，宋詩內容雖增擴，然情味卻不及唐詩之醇

厚；雖盡事理之精微，而乏興象之華妙。因此，唐詩與宋詩各具特色，宋詩非能

勝於唐詩，僅異於唐詩而已。當然，唐詩之中也有下開宋派者，宋詩之中也有酷

肖唐人者。由於時代的不同，唐詩和宋詩確有風格的差異。大體說來，唐詩以韻

勝，多以豐神情韻擅長；宋詩以意勝，多以筋骨思理見勝。唐詩之美在情辭，故

繁麗豐腴；宋詩之美在氣骨，故澄激瘦勁。實則各有千秋。11 

  

 

 

  

                                                 

9
 杜牧〈清明〉：「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 

10
 李商隱〈錦瑟〉：「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
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11
 參傅德岷（公元 1937-）、盧晉：《唐宋詩鑒賞辭典》（武漢，湖北辭書出版社），
2005 年，前言，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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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居秋暝                王維 

 

一、作者簡介 

王維（公元 701—761），字摩詰。祖籍太原祁州（今山西祁縣），從他

父親處廉（生卒年不詳）開始，遷居到蒲（今山西永濟縣），遂為河東人。

年青時有才名，曾任太樂丞，後貶官濟州。曾在淇上、嵩山一帶隱居，開

元二十二年（公元 734），任右拾遺。曾出使涼州。天寶年間，在終南山和

輞川閒居。安史之亂後，篤志奉佛。官至尚書右丞。他在繪畫、音樂、詩

歌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詣，山水田園詩的成就尤其突出。  

王維的詩善寫靜中之趣，五言尤勝。性既好佛，又工繪畫，所以他的

詩亦兼具禪理和畫意。蘇軾曾說：「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

畫中有詩。」  

二、背景資料  

〈山居秋暝〉 12是王維居於終南山輞川時所寫，「山居」就是他所住的

「輞川別墅」，王維晚年在此處過着半官半隱的生活。詩中描寫了清新、

秀美的秋晚山景，亦寫出詩人對山中恬淡生活的嚮往。 

三、文本探究  

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 13。  

明月松間照 14，清泉石上流。  

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 15。  

                                                 

12
 暝，《廣韻》莫經切，平聲青韻，讀若「明」，昏暗的意思；又莫定切，去聲徑韻，讀若「命」，
日暮，夜晚的意思。這裡應讀去聲，音「命」。 

13
 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清空的山野，經過雨洗，又是晚涼風天氣，秋意更濃了。（參
劉逸生主編，王福耀選注：《王維詩選》，香港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 年，頁
54。）《王右丞集》中另有三處用「空山」：〈送神曲〉：「作暮雨兮愁空山，悲急管，思繁
絃」；〈玄冬〉：「空山暮雨來，衆鳥竟棲息」；〈鹿柴〉：「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 

張說（公元 667-730）詩：「空山寂歷道心生」，宋玉（公元前 298？-前 222？）〈高唐賦〉：
「遇天雨之新霽兮」及〈九辯〉：「悲哉秋之為氣也」，或為兩句所本。 

14
 明月松間照：宋之問〈下山歌〉：「松間明月長如此，君再遊兮復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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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意春芳歇 16，王孫自可留 17。 

四、賞析與延伸 

此詩描寫秋天傍晚雨後的山村風景，是一首五律。全詩以空山開篇，

王維的詩中多次出現這個「空」字，這裏帶有佛教的影響。從佛教的教義

來講，「空」作為世界萬象的本質，並不是空無一物，其根本的含義是去

除執著的「無我」，它認為萬事萬物都是因緣和合所生，並無實有的自性。

這首詩中的空山，並非空無一物、空無一人，其間有明亮的月光和潺潺的

山溪，有嬉鬧的浣女，有蓮花中順流而下的漁舟，但人在山中，沒有塵心

俗慮，沒有妄念與執著，這就是使山所以為空山的真正含義。就在這一片

空山之中，剛下過一場雨，又正是傍晚秋涼的天氣。簡明的十個字，與山

中秋色同樣清新疏淡，令人直接呼吸到雨後清爽濕潤而略帶涼意的空氣。 

第二聯以概括的筆墨描繪山中夜景，很能見出作為詩人兼畫家的王維

在構圖取景方面的功力。「明月松間照」從天上寫，通過月和松的關係，

畫出這幅圖畫的背景：山上松林間露出一輪皎潔的明月，深藍色的天空襯

出剪影般的墨綠的松林。「清泉石上流」從地下寫，泉水流過山溪中的白

石，令人想見水的清澈，以及流過石縫間激起的清響。這類寫景最難之處

在於構圖，既要選取能表現山間秋暮最有特徵的景物，又要準確地傳達作

者心中清新暢快的感受，同時要使這些景物構成有機的聯繫，一望便能想

像出一幅畫面。這一聯的成功之處，在於用最簡單的構圖，概括了山中秋

夜的主要特徵，並且在鮮明完整的畫面上，突出了清朗爽淨的基調。因此

成爲王維的名句，而且經常被後世的山水畫家用來題畫。  

第三聯則是在第二聯勾出的背景上再作一些動態的、富有生趣的描寫。

「竹喧歸浣女」從岸上寫，與「清泉」句暗中相扣。這句就聽覺落筆，因

聽到竹林裏傳來的喧鬧聲，再點出一大群嘻嘻哈哈洗衣歸來的女子，是聞

聲而見人。雖然只用五個字，但竹林的深密，山村女子的活潑天真和無拘

無束的性情，都烘托出來了。「歸」字又與「晚來秋」相呼應，浣衣女子

晚歸，正是山村秋暝的特徵。「蓮動下漁舟」是從水裏寫，就視覺落筆：

只見清溪中的蓮花蓮葉搖動起來，原來是歸來的漁舟順流而下，可見水中

                                                                                                                                            

15
 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竹林裏一陣喧鬧，那是洗衣姑娘們穿林笑逐而歸的聲音；蓮
葉不自然地搖動起來，那是漁舟從這裏順流而下所致。 

16
 隨意春芳歇：隨意：這裏是「任由」之意。春芳：春天的花花草草。歇：停息，指花
草的衰謝。  

17
 王孫自可留：王孫：原意是貴族的後裔，後為貴家公子的通稱，這裏指像詩人一樣的
隱士。劉安〈招隱士〉：「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王孫兮歸來，山中兮
不可以久留。」這裏反用其意，說任憑春芳凋謝，秋色仍然很美，王孫自可留在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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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荷的繁密。這兩句從句子結構和捕捉動態的方式來看，應是直接受到北

朝詩人庾信（公元 513—581）「竹動蟬爭散，蓮搖魚暫飛」（〈詠畫屏風詩〉

其二十二）的啟發。但王維更進一步融入了自己的心理活動，使句子的結

構與一般人感知事物的自然順序相切合：先聞竹喧，而後再聽出那是洗衣

女的嘻笑聲；先見蓮動，而後才看到漁舟從上流下來。這種按照心理感覺

順序構句的方式，把先聽到的或看到的放在句子開頭，然後把分辨清楚的

景物放在句子的後部，可以不露痕跡地將詩人的審美心態化入景物描寫之

中，表達也更加曲折有致。由此也可看出從南北朝到盛唐律詩構句方式發

展之一斑。王維這兩句詩的好處還在於極富情趣，如果沒有這種熱鬧的動

景相映襯，前兩聯靜景描繪就過於冷清平淡。有了這一聯繪聲繪色的名句，

全詩便在豐富的色彩和聲響的交織中顯現出自然而多樣的動態美。  

詩人把山間的秋夜寫得這樣優美，實際上反映了他對當時官場生活的

厭倦和對隱居生活的嚮往。所以最後一聯說：「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

「隨意」即自然而然地。「春芳」指春天的芳草。這兩句說任憑春天的芳

草自然凋謝，秋色仍然很美，王孫自可留在山中，不必歸去。這是反用楚

辭〈招隱士〉中「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王孫兮歸來，山中兮

不可以久留」等句的意思。典故的原意是寫山裏的環境寂寞可怕，不能久

留，要招那裏的隱士回家。所以說春草已經生得很茂盛了，王孫為什麽還

不歸來？春天往往被看作表現歲月更替、思念遠人的最好季節，現在詩人

是見秋色而希望隱居，足見山中美景是令人多麽留戀。常見的典故經詩人

如此活用，便覺得格外新鮮。  

明人胡應麟（公元 1551—1602）稱王維的詩是「清而秀」，這首詩是

最具代表性的。它不僅完整地表現了空山秋夜清秀明淨的意境，而且聲情

並茂，生趣盎然，讀來猶如一首優美的山村抒情小夜曲，體現了王維在詩

歌、繪畫和音樂方面的深厚造詣。 18 

 

五、彙評 

馬茂元（公元 1918—1989）、趙昌平（公元 1945—）《唐詩三百首新編》：

「這詩寫景不黏著於實相，而從光影、聲響，與作者的感覺印象著以淡墨，

有畫筆所不能到處，故境界空明澄澈，尤切秋晚空山新雨景象。」（頁 103）  

高步瀛（公元 1873—1940）《唐宋詩舉要》卷四：「隨意揮寫，得大自在。」  

傅如一（公元 1943—）：「這首詩一個重要的藝術手法，是以自然美來表現詩人

的人格美和理想中的社會之美。表面看來，這首詩只是用『賦』的方法模山範水，

                                                 

18
 據教育局《積學與涵泳——中學古詩文誦讀材料選編．山居秋暝》而略加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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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景物作細緻感人的刻劃，實際上通篇都是比興。詩人通過對山水中描繪寄慨言

志，含蘊豐富，耐人尋味。」（見蕭滌非、程千帆、馬茂元等：《名家鑑賞唐

詩大觀》，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1984 年，頁 155。） 

 

六、附錄 

招祥麒〈遊美國猶他州錫安國家公園即興用王維山居秋暝韻〉：「巖巒奇險

絶，峽谷萬千秋。澄宇連雲靜。碧溪映瀑流。群生尋逆旅，百載寄歸舟。

幽徑青松獨，丹山我欲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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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下獨酌（其一）         李白 

一、作者簡介 

李白（公元 701—762），字太白。其籍貫異説紛紜，或曰隴西，或曰山東，

或曰蜀。其出生地尚無定論，主要有生於蜀和生於西域碎葉城（今吉爾吉斯斯坦

的托克馬克市）二說。家世不詳，據李白自言及相關材料，其九世祖先為涼武昭

王（李暠，公元 351—417）之後，其先於隋末流寓西域，至其父李客（生卒年

不詳，據《舊唐書》記載，曾為任城尉）才「逃歸於蜀」（李陽冰〈草堂集序〉），

四歲的李白亦隨之遷居劍南道綿州昌隆縣青蓮鄉（今四川省江油市）。 

李白少穎慧，有逸才，十歲通詩書。喜任俠，輕財重施。或訪道四方，以鍊

丹求仙爲事。天寶（公元 742—756）初，入會稽，與道士吳筠（公元？—778）

友善。筠被召入京，李白也隨著到了長安。賀知章（公元 659—744）讀了他的

詩，歎為天上謫仙，薦之於玄宗，召為翰林供奉。二年餘，求放還山。 

天寶十四載（公元 755），安祿山（公元 703—757）反唐，李白轉徙宿松（今

安徽省西南部、長江北岸）、匡廬（即江西省廬山）間，永王璘（公元 719？—757）

爲江淮兵馬都督，辟爲府僚。璘敗，白被流放夜郎，途中遇赦得還。代宗（李豫，

公元 726—779）寶應元年（公元 762），病死在當塗，年六十二。 

李白意氣豪邁，好酒任俠，其詩壯浪雄麗，擺落一切。凡神仙游俠奇山異水

名酒美人，無不爲其歌詠之材料。沈德潛（公元 1673—1769）稱其「落想天外，

局自變生，大江無風，濤浪自湧，白雲舒卷，從風變滅。此殆天授，非人力也。」

故杜甫（公元 712—770）亦有「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之句。世稱「詩仙」。
19 

李白流傳下來的詩九百餘首。其族叔李陽冰（生卒年不詳）為李白遺作編成

《草堂集》十卷，序云：「中原有事，公避地八年，當時著述，十喪其九，今所

傳者，皆得之他人焉。」清人王琦（乾隆時人，生卒年不詳）窮半生之力，在前

人收集和注釋李白詩的成果上，輯成《李太白集輯注》三十六卷，最受研究者重

視。20 

                                                 

19
 招祥麒〈題李太白〉：「飛揚跋扈謫仙人。玉山自倒態絕倫。平生四海為胸臆。沈吟俯仰筆底
真。五七言絕體高妙。古風樂府尤稱神。桃花潭畔踏歌處。會有出水芙蓉新。金陵酒。峨眉月。
天姥峰頭。梁王宮闕。杖劍走馬如閒雲。一生貴賤何飄忽。恩承帝主親調羹。翰林供奉驚一鳴。
酒醉恐言溫室樹。白首肯著太玄經。可憐淪作永王客。夜郎萬里愁遷謫。是非留得後人爭。千
秋長養詩魂魄。」 

20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琦字琢崖，錢塘人。注李詩者，自楊齊賢、蕭士贇後，明林兆珂
有《李詩鈔述注》十六卷，簡陋殊甚。胡震亨駁正舊注，作《李詩通》二十一卷。琦以其尚多
漏略，乃重為编次箋釋，定為此本。其詩參合諸本，益以逸篇，釐為三十卷，以合曾鞏序所言
之數。别以序、志、碑、傳、贈答、題咏、詩文、評語、年譜、外紀為附錄六卷。而繆氏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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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背景資料 

    〈月下獨酌〉四首，宋本題下注「長安」。《太平廣記》卷二 0 一引《本事詩》

云：「白才行不羈，放曠坦率，乞歸故山。玄宗亦以非廊廟器，優召許之，嘗有

醉吟詩曰『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即〈月下獨酌〉第二首。」根據上引

材料判斷，本詩是李白在天寶三載（公元 744）供奉翰林時，受到小人的毀謗，

心情苦悶，寫下四首〈月下獨酌〉的第一首，屬五言古詩。21 

 

三、文本探究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 

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22 

月既不解23飲，影徒隨我身。24 

暫伴月將25影，行樂須及春。 

我歌月徘徊26，我舞影零亂。 

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 

永結無情遊27，相期邈雲漢28。 

                                                                                                                                            
《考異》一卷，散入文句之下，不另列焉。其注欲補三家（楊、蕭、胡）之遺闕，故采摭頗富，
不免微傷於蕪雜，然捃拾殘剩，時亦寸有所長。自宋以来，注杜者林立，而注李詩者寥寥僅二
三本。錄而存之，亦足以資考證。是固物少見珍之義也。」 

21
 附其餘三首。「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天地既愛酒，愛酒不愧
天。已聞清比聖，復道濁如賢。賢聖既已飲，何必求神仙。三盃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醉
中趣，勿為醒者傳。」「三月咸陽時，千花晝如錦。誰能春獨愁，對此徑須飲。窮通與脩短，
造化夙所稟。一樽齊死生，萬事固難審。醉後失天地，兀然就孤枕。不知有吾身，此樂最為甚。」
「窮愁千萬端，美酒三百杯。愁多酒雖少，酒傾愁不來。所以知酒聖，酒酣心自開，辭粟卧首
陽，屢空飢顔回。當代不樂飲，虛名安用哉？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萊。且須飲美酒，乘月醉
高臺。」 

22
 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李家瑞（公元 1765-1845）《停雲閣詩話》：「李詩：『舉杯邀
明月，對影成三人』，東坡喜其句之工，屢用之。予讀《南史．沈慶之傳》，慶之謂人曰：『我
每履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李詩殆本此。然慶之不及李詩之妙耳。」 

23
 不解：不懂。 

24
 《莊子．漁父》：「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

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絶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 

25
 將：和，偕。 

26
 我歌月徘徊：魏武帝〈短歌行〉：「對酒當歌。」曹植詩：「明月照髙樓，流光正徘
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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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賞析與延伸 

此詩主旨是李白透過自己邀月亮和身影共飲的描寫，表達他心中孤獨之感，

以及對月和酒的喜愛。就內容而言，全詩可分成五個部分：首二句「花間一壺酒，

獨酌無相親」為第一部分，點出李白獨酌的處境，無人伴飲。接二句「舉杯邀明

月，對影成三人」為第二部分，寫李白忽發奇想，邀月亮和身影共飲，以消孤悶。

次二句「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為第三部分，雖有月和影相伴，但月畢竟不

解飲酒，影畢竟只懂隨身而動，故情感又復歸孤獨。「暫伴月將影」至「醉後各

分散」為第四個部分，月、影雖不解飲，但暫時與之一同行樂，以不負春日良辰；

「我歌月徘徊」，於是李白高歌，月亮也好像聽到歌聲而在身邊徘徊；「我舞影零

亂」，他又忽然興起，跳起舞來，身影因而變得散亂。未醉時是「醒時同交歡」，

與月、影共樂，已醉後則是「醉後各分散」。此部分前面寫與月、影共歌共舞之

歡愉，「醉後各分散」一句又復歸與月和影分離而依然孤獨之悲情。緊接着最後

兩句「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漢」是第五部分，作者筆鋒又一轉，雖然醉後與月、

影分離，但卻可以相約在遙遠的銀河上共續無情之遊，也就是月不解飲、影徒隨

身，而前者但隨李白歌而徘徊，後者但隨李白舞而散亂之無情共遊。見出李白善

於自我紓解、不為現實所阻的積極精神。五個部分，是以悲己之獨、喜成三人、

悲月之不解飲、喜月影隨歌伴舞而又轉入悲、終以喜結的情感布置，構成全篇，

這悲、喜、悲、喜而悲、喜的情感轉折，都圍繞着題目的「獨」字來寫，但讀者

又能感覺到李白不為此「獨」所囿，而能歸於釋然。 

李利、許可、雪崖：〈飛鴻有響音——談李白《月下獨酌》詩境的超越美〉

一文指出：「詩人運用超越具像形象的創作表現孤獨這一主題，不是直舒胸臆，

而是「餘味曲包」，其內涵至少有以下幾層意蘊：（1）月夜獨酌，借酒消愁是孤

獨。（2）舉杯邀月，月生人影，『對影成三人』實際還是孤獨的一個人，孤獨到 與

月、影為伴，足見孤獨之甚。（3）夜深人靜更 顯孤獨，又不甘心孤獨，於是自

歌自舞，對月當歌，把酒邀月，與影對舞，以聲音動作營造熱烈氣氛，襯托之下

更顯孤獨。（4）明知明月不能伴飲，人影徒隨自身，可是即便是這樣還不能夠 長

久，還要在『同交歡』之後『各分散』，剩下的還是只有孤獨。（5）生怕幻夢消

失，於是把酒問月，與影相約，期待著去雲漢做無情閑遊。心裡明明知道是無 望

的期待還要去期待，等待的必然還是永遠的孤獨。」29其分析細緻，頗足參考。 

                                                                                                                                            

27
 無情遊：無情，一指忘情之交遊；一指月、影等沒有知覺情感的事物。李白與之交遊，故稱無
情遊。 

28
 相期：相約；邈：遙遠；雲漢：天河。 

29
 李利、許可、雪崖：〈飛鴻有響音——談李白《月下獨酌》詩境的超越美〉，《瀋陽大學學報》，
1999 年第 1 期，頁 84-85。 



11 

 

除了孤獨之外，此詩也流露了李白對酒和月的一貫鍾愛，如陳習傑在《李白

〈月下獨酌〉賞析》一文中所言：「酒與月，是李白一生須臾不曾離開的最忠實

伴侶，是李白於精神世界中永遠的知己，也是李白詩歌中頻繁光顧的常客，無論

他走到哪裏，身處何方，總會留下有關美酒與明月的酣暢淋漓之作：『且就洞庭

賒月色，將船買酒白雲邊』、『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杯一問之』、『唯願當歌對

酒時，月光長照金樽裏』、『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通過這些膾

炙人口的詩句，李白營造出一種獨特的既不乏浪漫又帶有些許悲涼的境界。而把

這酒月情結發揮到極致的，就是這首〈月下獨酌〉了。」30酒和月在李白處於孤

獨心境時，其作為知己好友的角色尤其重要。 

以上所談是內容，從藝術技巧的層面，此詩值得欣賞的地方亦甚多，茲從五

個方面析述之： 

其一是構思精奇，這在上面內容部分已見一二。清人孫洙（公元 1711—1778）

《唐詩三百首》云：「月下獨酌，詩偏幻出三人。月影伴說，反覆推勘，愈形其

獨。」可見李白不僅在孤獨時構想出月和身影作伴是精妙之思，而且反覆推進，

將孤獨心情寫得淋漓盡致。傅庚生（公元 1910—1984）在《中國文學欣賞舉隅》

中亦評道：「月徘徊，如聽歌；影零亂，如伴舞，醒時雖同歡，醉後各分散，聚

散似無情，情淡得永結。一步一轉，愈轉愈奇，雖奇而不離其宗。」謂此詩寫月

聽歌、影伴舞、醒同歡、醉分散，意思愈轉愈奇，但雖奇而不離寫「孤獨」之宗

旨。 

其二，意轉而韻不轉。詩中共用兩韻，前八句押平聲真韻，後六句押去聲翰

韻。一般詩人在「行樂須及春」一句會開始轉韻，所謂韻隨意轉，因為這已是寫

到與月、影共樂；但李白不是這樣，他在此句仍用真韻，在「我歌月徘徊，我舞

影零亂」才轉翰韻，形成了意轉而韻未轉的狀況。但是，此安排甚妙，因為「我

歌」二句開始才是唱歌、舞劍的高潮，故用仄韻極寫其樂，突顯其與前面八句的

思想掙扎不同，最末二句寫永結無情之遊，本是全篇總結，理應再轉另一韻，然

而李白卻仍用翰韻，以承行樂後之分散而寫自己的冀願，形成嶺斷雲連之勢，看

似不連貫，而意實貫之，是更巧妙的用韻安排。約言之，此詩表面上是意轉而韻

不轉，實際上又是配合情感而作聚焦安排，所以更妙於一般韻隨意轉的用韻法。 

其三，層遞寫景的構圖美。此詩首二句描寫一個人在花間獨飲，形象鮮明，

這是第一個層次；「舉杯」二句寫主人翁李白邀月、對影，構成一幅有人手持酒

杯，向月作邀，並對着身影自說自話的邀飲圖，這是第二個層次；第三個層次，

是「我歌」二句，寫李白與月徘徊，與影共舞，遂成三人同樂圖。這三幅圖與孤

獨情感的變化相配合，亦可謂情景交融。 

其四，語言淺近如話，但又不乏精煉的字詞。全詩幾乎沒有艱深字，語言近

                                                 

30
 陳習傑：〈李白《月下獨酌》賞析〉，《文學教育》，2011 年 4 月，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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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口語。沈德潛（公元 1673—1769）《唐詩別裁》云：「脫口而出，純乎天籟。」

如「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等，一氣呵成，不必

注解。而且「月」、「影」、「我」三字多有重複而不覺其重複，反覺其率真如話，

但卻充滿感情，意境高遠。雖然用字淺白，但其中又不乏經過細意推敲的字詞，

如「暫」字甚妙，因為李白深明暫時邀影邀月共樂，也只是暫時的解脫，但就是

因為短暫，卻更見這暫得的歌、舞、飲之樂之可貴，可見這是錘鍊過後的詩眼，

卻用得毫不經意。再如「無情」一詞，與「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相呼應，

蓋月不懂飲酒，影也不懂飲酒而只能隨身而動，這就是不諳人事，就是無情，然

而這無情只月和影，我卻有情，故在我看來，月能因我之歌而徘徊、影能因我之

舞而零亂，這他者的無情，卻因我而變得有情，是以才邀月和影再次共遊，此無

情實是有情，正是「多情卻似總無情」。 

其五，修辭豐富。全詩用了多種修辭手法，首先是擬人，全詩在「對影成三

人」後基本上全以擬人寫成，將月亮、身影人格化，說月「不解飲」、聽歌而「徘

徊」，說影「隨我身」、共舞而影「零亂」，「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及「永結

無情遊，相期邈雲漢」諸句把月和影寫得有感情、有生命。其次是對比，如「獨

酌無相親」與「對影成三人」是孤獨與熱鬧的對比，「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

是喜與悲、合與離的對比。還有對偶，如「我歌月徘徊，我舞影零亂」、「醒時同

交歡，醉後各分散」，使詩歌更具對稱美。31 

林東海評說：「這首詩以樂寫愁，以鬧寫寂，以物為友，以群寫獨，把帶有

稚氣的童話構思與非常老練的反襯手法結合在一起，在藝術上獲得巨大的成功，

因而成為古今傳誦的佳作。」32 

 

五、彙評 

《唐宋詩醇》：「千古奇趣，從眼前得之。爾時情景雖復潦倒，終不勝其曠達。陶

潛云：『揮杯勸孤影』，白意本此。」 

沈德潛《唐詩別裁》：「脫口而出，純乎天籟。此種詩人不易學。」 

孫洙《唐詩三百首》：「月下獨酌，詩偏幻出三人。月影伴說，反覆推勘，愈形其

獨。」 

傅庚生《中國文學欣賞舉隅》：「花間有酒，獨酌無親；雖則無親，邀月與影，乃

如三人；雖如三人，月不解飲，影徒隨身；雖不解飲，聊可為伴，雖徒隨身，亦

得相將，及時行樂，春光幾何？月徘徊，如聽歌，影零亂，如伴舞，醒時雖同歡，

醉後各分散；聚散似無情，情深得永結，雲漢邈相期，相親慰獨酌。此詩一步一

                                                 

31
 據教育局《積學與涵泳——中學古詩文誦讀材料選編．月下獨酌》而略加修改。 

32
 見裴斐主編：《李白詩歌賞析集》，成都：巴蜀書社，1988 年，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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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愈轉愈奇，雖奇而不離其宗；青蓮奇才，故能爾爾，恐未必苦修能接耳。」 

 

六、附錄 

招祥麒〈乙未元日倫敦華埠 China Exchange 開幕，英皇儲伉儷主持儀式，

中國駐英大使伉儷及眾多華商名人到賀。賦詩記一時之盛，用李白《月下

獨酌》韻：〉：「珍此元正日，天涯共親親。獅舞鼓雷動，華街聚萬人。簇

擁儲君來，盡是綺羅身。嘉禮宜接古，拱手賀芳春。廈屋倡交流，豪想安

世亂。情義一脈在，人生有聚散。不惜同歡樂，相對亦河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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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樓                杜甫 
 

一、作者簡介 

杜甫（公元 712—770），字子美，祖籍襄陽，後遷居鞏縣（今河南鞏

縣）。青年時科舉不第，曾在長安困守十年。安史之亂中他和人民一起流

亡，曾被安祿山軍俘至長安。逃出後任肅宗朝左拾遺，不久貶官華州。後

辭官經秦州同谷入蜀，在成都營建草堂，獲表薦為檢校工部員外郎。晚年

在夔州旅居二年，五十七歲時出川，在岳陽一帶漂泊，最後病死在湘水上。  

自來論詩者，對杜甫評價甚高。元稹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

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

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  

杜甫身經喪亂，尤多記事之作。《新唐書》稱其：「善陳時事，律

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杜甫天才與學力並擅，性情真

摯，才力雄厚，各體皆工，古體詩縱橫變化，波瀾宏闊。律詩亦復聲

情頓挫，格律精嚴。晚年所作小詩，別饒風趣，開宋人絕句之先。他

小李白十一歲，詩與李白齊名，後世尊為「詩聖」，著有《杜工部集》。  

二、背景資料 

登樓遠眺，睹物興懷，古今歷此境界，寫其心情者，不知多少。漢末

王粲，傷亂離而悲不遇，遂賦〈登樓〉，歷來傳誦。  

唐代宗廣德元年（公元 763），杜甫還在成都。這一年朝廷發生了許多

事，西邊有回紇登里可汗（公元？ —780）歸國時部眾一路殺人搶劫；南邊

有浙東袁晁（公元？ —763）領導的二十萬農民起義被鎮壓；而直接威脅朝

廷的是吐蕃掠取了河西隴右的全部土地，隨即入寇涇州，率領黨項、羌、

氐、吐谷渾二十多萬部眾直逼長安。唐代宗毫無防備，逃奔陝州，六軍四

散。吐蕃將長安搶掠一空，還重立新帝，改了年號，設立了百官。在當時

幾乎等於第二次安史之亂。幸有郭子儀整頓軍隊，才將吐蕃趕出長安。唐

代宗復歸其位。是年底，吐蕃又破松、維、保等州（在今四川北部），繼

而再陷劍南、西山諸州。詩中「西山寇盜」，即指吐蕃。當時朝廷外有吐

蕃之亂，內有宦官專權。程元振（公元？—764）作威作福，陷害有功將領。

吐蕃入寇，因為他沒有及時進奏，才使代宗狼狽出逃。朝廷內外切齒痛恨，

大臣上疏請斬其首，但代宗卻以為程元振保護有功，只削去官職，放還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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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後來因他私歸長安才判其流放。此詩寫於廣德二年（公元 764）春，

詩中所詠嘆的時事主要指代宗出逃和復位之事。  

三、文本探究 

花近高樓傷客心， 33萬方多難此登臨。  

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 34 

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 35 

可憐後主還祠廟， 36日暮聊為梁甫吟。 37 

                                                 

33
 客，詩人自謂。陳師耀南（公元 1941-）《唐詩新賞》：「客何以見花而傷心？故鄉之花，想
亦此時而發，『今日園中卉，閨中只獨看』，一也。就情感言，物我為一，『感時花濺淚』，
二也。就理智言，物我為二。人世有滄桑，花卉自枯榮，不必問『橋邊紅藥，年年知為誰生』
（姜夔〈揚州慢〉），三也。」清人吳曾（約公元 1127-1160）《能改齋漫錄》謂杜此句：「本
屈原目極千里傷春心。」 

34
 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錦江：岷江的支流。從四川郫縣流經成都城
西南。玉壘：山名。四川有兩處玉壘山，一在理番縣東南新保關，一在灌縣西北。這裏指理番
縣的玉壘山，是蜀中通往吐蕃的要道。 

《九家集注杜詩》：「師（師尹）云：言錦江春色自天地以來，常如此；而玉壘浮雲則變
態，古今不同。趙云：兩句可謂雄麗含蓄之句，乃傷時多難，而景物不移也。」 

35
 《九家集注杜詩》：「趙（趙彥才）云：北極者，北辰而衆星拱之，則朝廷之尊安如此。寇盗，
指言吐蕃。蓋去年十月，吐蕃陷京師十五日，聞郭子儀軍至，衆驚潰；子儀復長安，則朝廷似
乎改矣。而車駕已還，此其終不改也。而十二月，吐蕃陷松、維、保三州，成大震，則來相侵
矣。故公告之以朝廷如北極終不改移爾。吐蕃特盗盗耳，無用相侵犯也。以此相應頷聯兩句見
登樓時望全蜀氣象如此。」黃希原本，黃鶴補注：《補注杜詩》：「洙（王洙）曰：時崔旰起
兵於西山。師曰：此二句諷崔旰反，成都不能為朝廷之害。」 

36
 後主：蜀漢的劉禪（公元 207-271，公元 223-263 在位）。據《能改齋漫錄》：蜀先主廟，在
成都錦官門外，西挾即武侯祠，東挾即後主祠。後主雖庸，但對武侯全心信賴，故得撐持，武
侯既逝，不久亡國，後人仍有祠廟祀之。後來蔣堂在蜀為帥，認為劉禪不能保全國土宗廟，才
除去後主祠。 

37
 《九家集注杜詩》：「趙云：按《資治通鑑》廣徳元年十二月丁亥，車駕發陝州，左丞顔真卿
請先謁陵廟，然後還宮。元載不從，真卿怒曰：朝廷豈堪相公再壞耶？載由是銜之。所載如此
而已，代宗竟謁陵廟與否？無所考也。……諸葛作〈梁甫吟〉，意在譏罪晏子之為相，今公以
諸葛自處，而為其吟，所以罪元載乎？〈梁甫吟〉之詞曰：步出齊城門，遥望蕩陰里，里中有
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冢，田疆古冶子。力能拂南山，文能約地理。一朝被讒言，二桃
殺三士。誰能為此謀，國相齊晏子。」《補注杜詩》：「鶴曰：公正以代宗還京，而李光弼死，
故以比後主之失孔明也。」 

《晏子春秋》卷二《內篇．諫下第二．景公養勇士三人無君臣之義晏子諫第二十四》:  「 公孫
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
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可以禁暴，外不可以威敵，此危國
之器也，不若去之。』……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
而歎曰:『……接一搏特，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
疆曰:『吾仗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
曰:『吾從君濟於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中流。當是時也，冶……得黿而殺之，左操驂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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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賞析與延伸 

此詩借登樓所見，感慨時事，是一首後世傳誦的名作。 

題為登樓，而登樓所見，遠遠超出視野之外：花近高樓使人傷心，是因為春

光再度，而詩人依然客居在外。在天下多難之際登臨此樓。心情不言而喻。開頭

兩句起勢極其高遠。首句雖是眼前之景，但次句以「萬方」作為登臨的背景，立

即拓出遠勢，將整個多災多難的時代都拉到了眼前。有此起勢，下面才能展開更

加壯闊的境界：錦江的春色鋪天蓋地而來，玉壘山的浮雲自古至今不斷變化。這

兩句以江水和山雲、天地和古今相對，囊括時空，筆力雄壯，不但以「俯視宏闊、

氣籠宇宙」（王嗣奭（公元 1566—1648）《杜臆》）的氣象為後人激賞，而且蘊含

着深刻的寓意：天地春來，與「花近高樓」照應，是亙古常新的江山；古今浮雲，

與「萬方多難」照應，是變化不斷的時事。玉壘山在蜀中和吐蕃的交通要道上，

浮雲飄游不定，是寫實景，也是象徵捉摸不定的時勢變化。就當時而言，剛收復

長安，吐蕃又新陷三州。就長遠來看，從初唐以來，唐與吐蕃以及周邊民族的關

係也一直處於反覆不定的狀況。但是詩人沒有因此失去春色常在的信心。因此下

面再以「北極朝廷」和「西山寇盜」作一層人事的對比：最近的勝利說明儘管吐

蕃不斷相侵，朝廷如北極星永遠不會移動，春色照常會降臨人間，其實又隱含着

對今後局勢的深憂。以上六句，一、三、五句就朝廷春色而言，意脈相連；二、

四、六句就寇盜侵擾而言，互相生發；利用七律的嚴格對仗形成同一意思的三層

對比，而這三層的藝術表現分別採用興、比、賦三種手法，詩人登樓是興起傷感

之情、登樓所見是景中寓比、聯繫時勢是直陳其事。這就使縱向的兩排對仗又形

成橫向的層次變化。 

結尾從遠觀收束到眼前：後主的祠廟就在武侯祠近旁，應是登樓所見。「還

祠廟」一句費解。有的注家解為可憐後主還有祠廟，這樣講，潛台詞就是代宗連

後主還不如。不但「還」的字意與「祠廟」的配合不符合古詩句法，意思也與前

面「北極朝廷」句矛盾。或認為「還」應作「回還」解，劉禪死於洛陽，而且樂

不思蜀，但他的祠廟卻在蜀中。這裏是因見後主祠而感歎劉禪亡國的下場，並由

此想到蜀亡就是因為諸葛亮已死。如果聯繫現實來看，固然有批評代宗信任宦官

程元振、如劉禪信任宦官黃皓之意，但恐怕更多地還是哀歎現在已經沒有諸葛亮

這樣的人物。〈梁父吟〉是諸葛亮躬耕南陽時所吟。詩人日暮時吟起這首詩，一

方面是懷念孔明，另一方面也有希望朝廷能起用賢才之意。作於此前不久的〈傷

春〉說：「不成誅執法，焉得變危機？……賢多隱屠釣，王肯載同歸？」就是批

評代宗不肯除掉亂政的程元振，不能起用隱藏在民間的賢人。可以與本詩互相參

                                                                                                                                            
右挈黿頭，鶴躍而出。……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
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
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獨生之，不仁。恥人之言，而誇其聲，不義。
恨乎所行，不死，無勇……』亦反其桃，挈領而死。」 



17 

 

照，但此詩寫得更為含蓄。38 

全詩感時撫事，融寫景、抒情、議論於一爐，語壯境闊，寄寓深遠，

予人以深重的沉鬱頓挫的感受。  

五、彙評 

仇兆鼇（公元 1638—1717）《杜詩詳註》：「王嗣奭曰：『首聯寫登臨所見，

意極憤懣，而詞猶未露，此詩家急來緩受之法。錦江玉壘二句，俯視弘濶，

氣籠宇宙，人競賞之，而佳不在是止，作過脈語耳。北極朝廷如錦江春色

萬古常新，而西山寇盜如玉壘浮雲倐起倐滅，結語忽入後主，深思多難之

故，無從發洩而借後主以洩之；又及梁甫吟傷當國無諸葛也，而自傷不用

亦在其中。不然登樓對花，何反作傷心之歎哉？』朱瀚曰：『俯視江流，

仰觀山色，矯首而北，矯首而西，切登樓情事，又矯首以望荒祠，因念及

卧龍一段，忠勤有功於後主，傷今無是人，以致三朝鼎沸，寇盜頻仍，遂

傍徨徙倚，至於日暮，猶為梁父吟，而不忍下樓，其自負亦可見矣。』……

葉夢得《石林詩話》：『七言難於氣象雄渾，句中有力，而紆徐不失言外之

意。自老杜「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與「五更鼓角聲悲壯，

三峽星河影動搖」等句之後，常恨無復繼者。韓退之筆力最為傑出，然每

苦意與語俱盡；〈賀裴晉公破蔡州回〉詩：「將軍舊壓三司貴，相國新兼五

等崇。」非不壯也，然意亦盡於此矣。不若劉禹錫〈賀晉公留守東都〉云：

「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州」，語遠而體大也。』」  

浦起龍（公元 1679—1762？）《讀杜心解》卷四：「聲宏勢闊，自然傑作。」  

沈德潛《唐詩別裁》卷十三：「氣象雄偉，籠蓋宇宙，此杜詩之最上者。」  

方回（公元 1227—1307）《瀛奎律髓》卷一，紀昀（公元 1724—1805）批

點：「何等氣象，何等寄托！此種詩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影常新。」  

陳師耀南《唐詩新賞》：「發端悲壯沉鬱，繼之以氣象博大，悲天憫人之句，

中間兩聯對偶精工而情文兼茂，收結感慨深遠，向推名作。」  

六、附錄 

招祥麒〈謁北京文丞相祠用杜甫登樓韻〉：「雖死猶存集義心，斯仁祠廟我

初臨。北風凝冷長思往，東日微明暫惜今。宋祚已移終難復，元戎相逼豈

能侵？劇愁青史無人鑑，一念詩魂不住吟。」又〈祠中有孤樹〉：「祠中有

孤樹。佝僂訝來客。葉落剩杈枒，軀幹憐瘦脊。風霜八百年，或言丞相植。

                                                 

38
 據教育局《積學與涵泳——中學古詩文誦讀材料選編．登樓》而略加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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丞相居三年，凜然抵橫逆。大宋已云亡，求仁終所得。茲樹方稚弱，滋長

詎無識？冥冥歲月間，亭亭指南默。正氣本浩然，陰陽不能賊。生命有所

歸，獨存千秋魄。見樹如見人，邈然五內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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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題舉隅 

甲：〈山居秋暝〉 

1. 〈山居秋暝〉中「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兩句，除了運用對偶手法

外，還用了哪種修辭手法？ 

2. 〈山居秋暝〉是一首五言律詩，其中頷聯和頸聯的對仗非常工整，試分別寫

出來，並稍加說明。 

乙：〈月下獨酌〉（其一）  

1. 〈月下獨酌〉（其一）前四句「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

對影成三人。」既言「獨」，又言「三人」，前後是否出現矛盾？ 

2. 〈月下獨酌〉（其一）一詩出現「月」和「影」各四次，你覺得是否太重複累

贅？何以見得？ 

3. 古體詩的用韻比較近體詩自由，可以一韻到底，也可中途轉韻。〈月下獨酌〉

（其一）屬於哪一種？試找出詩中所有韻腳出來。 

丙：〈登樓〉 

1. 〈登樓〉詩中「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兩句，既然「花近

高樓」，詩人何以寫出「傷客心」？既是「萬方多難」，詩人何以「此登

臨」？試加解釋。  

2. 〈登樓〉一詩，杜甫抒發出怎樣的情感？  

3. 七言律詩的用韻有一定的要求，試加說明。並找出〈登樓〉一詩的韻腳。  

丁：綜合題 

1. 〈山居秋暝〉、〈月下獨酌〉（其一）和〈登樓〉三詩都有一「春」字，

試寫出是哪三句詩？三首詩是否都在春天寫成的？  

2. 試解釋以下詩句中的粗體並畫有底線的字。  

  （1）竹喧歸浣女  

  （2）隨意春芳歇  

  （3）暫伴月將影  

  （4）相期邈雲漢  

  （5）萬方多難此登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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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日暮聊為梁甫吟  

3 .  試把下列詩句譯成白話文。  

  （1）天氣晚來秋  

  （2）蓮動下漁舟  

  （3）獨酌無相親  

  （4）行樂須及春  

  （5）錦江春色來天地  

（ 6）西山寇盜莫相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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