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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西湖遊賞與杭州 

上文已經從水利民生的角度來審視西湖與杭州間不可切離的緊密聯

繫，並且討論了此一關係的演變。但西湖之水源，不只在民生利用方面與杭

州緊緊相依，更是杭州城能夠擁有壯麗無比的風景區之基本條件。1然而，杭

州在宋代成為名聞遐邇的地上天堂，絕非一蹴可及，其間，人為的傳唱建構，

正為實質上的推手。本章即欲從此一角度出發，希望經由對享略西湖之美的

人們與其在增益西湖之美的建構上所付出之努力進行討論，以便對宋代西湖

遊賞活動的發展有所了解，從而經由遊賞的角度來審視西湖與杭州間的依存

關係。 

一、 西湖遊賞活動中參與者的轉化 

在整個宋代，參與西湖遊賞活動的人口，其最主要的來源之一，當然便

是杭州地區。易言之，能夠徜徉於西湖山光水色中的人們，在一定程度上均

與杭州有著脫離不了的關係，因此，隨著杭州人口之質、量在南北宋時期的

成長，必然亦深深地牽動了西湖遊賞活動在宋代的發展。以下便分別對南北

宋的西湖遊賞者進行討論，並從而分析其與西湖遊賞活動間的關係。 

(一) 北宋時期的西湖遊賞者 

縱觀整個北宋時期，暢遊於西湖山水之間而又最能為自己留下其記錄

者，大約便是那些寫出諸多題景詠色作品的文人了，而其中又有不少人更是

兼備了地方官員的身份。歐陽修（1007-1072）〈有美堂記〉稱： 

                                                      
1 馬正林編著，《中國城市歷史地理》（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頁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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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臨是邦(指杭州)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

游士為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2 

可見這些士大夫不只在心理上具備了「對於自然、人文環境的審美辨真能

力」，3也能夠在時間上與經濟上享有遊憩於西湖美景中的便利。如有美堂的

主人便是在嘉祐二年（1057）出首杭州的梅摯，而祖無擇（1006-1085）亦於

熙寧年間出守杭州時創建「左江右湖，千里在目」的介亭，並自為之銘。4范

仲淹（989-1052）也曾「與僚佐日出燕湖上」，5至於蘇軾兩度為杭州長官，

留下大量題詠西湖的詩詞，也說明了這位文豪對西湖美景的戀眷。 

至於一般無官無職的文人也同樣來到西湖。如何薳便曾記載「時蔡元長

(指蔡京[1047-1126])自翰長黜居西湖」，6並提及一曾為人在科舉考試時捉刀以

致下獄的顏幾「醉臥西湖寺中。」7而著名的處士林逋（957-1028）則「居於

杭州西湖之孤山」。8 

又除了上述諸多著名的文人之外，另有一些雖非文人，但同樣具備如知

識分子般之學識的方外人士亦遊覽於西湖山水之間。明代田汝成稱「宋時，

西湖多詩僧」，9所指當即此輩。其著者，如「熙寧四年（1072）沒於餘杭靈

隱山翠微堂」的契嵩（1007-1072），10便是宋代有名的高僧。而「熙寧間有

                                                      
2 歐陽修，〈有美堂記〉，收於《歐陽修全集》，共2冊（北京：中國書店，1986），上冊，
《居士集》，卷40，記，頁280-281。 

3 戴華芬，〈西湖的美麗與哀愁—試論南宋時期西湖旅遊活動的各式風貌〉，頁20。 
4 周淙，《乾道臨安志》，卷2，館驛，〈亭〉，頁73-74。 
5 羅大經，《鶴林玉露》，收於《叢書集成新編》（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冊87，
文學類，瑣談，卷13，頁150。 

6 何薳撰，張明華點校，《春渚紀聞》（北京：中華書局，1983），〈楊醇叟道術〉，頁36。 
7 何薳撰，張明華點校，《春渚紀聞》，〈顏幾聖索酒友詩〉，頁108。 
8 歐陽修撰，李偉國點校，《歸田錄》，收於《澠水燕談錄 歸田錄》（北京：中華書局，1981），
卷2，頁22-23。 

9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台北：世界書局，1963），卷14，〈方外玄蹤〉，頁
274。 

10 釋文瑩撰，鄭世剛、楊立揚點校，《湘山野錄 續錄 玉壺清話》（北京：中華書局，1984），
卷下，頁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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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順、可久二人。⋯⋯所居皆湖山勝處。」11亦是著名詩僧。吳越錢氏篤信

佛教，厚禮僧人，在西湖大舉興建寺院，12或即為孕育上述詩僧留下一適切

的環境。此外，尚有一些道人亦復如此，如「李頎字粹老，⋯⋯少舉進士，

當得官，棄去，烏巾布裘為道人，⋯⋯遂隱於臨安大滌洞天，往來苕溪之上。」

13 

上述這些官員、文人、僧道雖有身份上的差別，然而其中卻不乏密切的

交往。如「憲成李公及為杭州，不遊宴，⋯⋯乃訪林和靖（即林逋）於孤山，

清談同賞。」14蘇軾也「與僧惠勤、惠思、清順、可久、惟肅、義詮為方外

之交，嘗同泛西湖。」15其中的清順、可久更是有名於士人之間，以致「士

大夫多往就見」。16而惠勤則亦曾與歐陽修交遊。17此外李頎也嘗與蘇軾「偶

會於湖山僧居」。18 

這些官員、文人、僧道，或者因其題詠作品得見；或者因其清節高行傳

世，使得他們成為在北宋時遊覽於西湖山水間最易於辨識的一群遊覽者。然

而，他們絕非北宋時期單獨出現於西湖美景中的人們。 

《揮麈錄》載蘇軾守杭州時，於春時休暇，「必約客湖上。⋯⋯每客一

舟，令隊長一人，各領數妓，任其所適。」19此一資料中所提及的遊湖者有

三，即蘇軾所約的「客」，為客領舟的「隊長」，及為客獻藝樂的「妓」三者。

「客」的性質應即不脫前文所述者，包括蘇軾於杭州任官時所交遊的文人，

                                                      
11 葉夢得，《避暑錄話》，收於《叢書集成新編》，冊84，文學類．故事，卷下，頁638。 
12 闕維民編著，《杭州城池暨西湖歷史圖說》，頁25。 
13 何薳撰，張明華點校，《春渚紀聞》，〈李朱書得坡仙賞識〉，頁75。 
14 邵博撰，劉德權、李劍雄點校，《邵氏聞見後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20，頁

154。 
15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14，〈方外玄蹤〉，頁268。 
16 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下，頁638。 
17 見蘇軾，〈六一泉銘并敘〉，收於《蘇東坡全集》，冊上，前集，卷20，銘，頁273。 
18 何薳撰，張明華點校，《春渚紀聞》，〈李朱書得坡仙賞識〉，頁75。 
19 王明清，《揮麈錄》，收於《叢書集成新編》，冊84，文學類．故事．後錄，卷6，〈東
坡杭州湖上會客〉，頁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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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是到訪的同窗、官員，乃至前文所述的方外僧道等。20這些「客」的實

際身份雖未能確定，但可知其應為在蘇軾邀約中能真正去享受遊湖之樂者。 

其次則是資料中所稱的「隊長」。此處的隊長，當為服務於各地官府中

的公吏。《晝簾緒論》形容縣吏所負職責說：「縣官日用，則欲其買辦燈燭柴

薪之屬；縣官生辰，則欲其置備呈香圖綵之類。士大夫經從假寓館舍，則輪

次排辦；台郡文移，專人追逮，則裒金遣發。」21可見州縣公吏的職責範圍，

從長官私人日用到地方公事皆包括其中。由此觀之，蘇軾（或者可說是出守

杭州的諸多地方官員）與客燕遊西湖，以縣衙公吏稱其所謂之「隊長」，以

負責遊賞時之大小瑣事，當為必然。最後則是那些陪伴官員文人一享遊湖之

樂的「妓」。此處的「妓」，即應指那些能夠在遊湖時以絃管歌吹為官員文人

的助興的藝妓。如蘇軾在一次與僚屬的湖宴中，便曾現作新曲，命妓歌以侑

殤。22事實上，這些藝妓不但能歌，且亦往往能文。《能改齋漫錄》便記載了

一位杭妓名琴操，能夠自改秦觀（1049-1100）的滿庭芳詞韻，蘇軾聞後亦稱

賞。23 

以上所討論的官員、文人、僧道、公吏、藝妓等，只是在北宋時出現於

西湖景致中諸多杭人的一部份而已，杭州其他人口之遊覽西湖，並未在史籍

上留下的紀錄，但仍有蛛絲馬跡可循。如前述歌妓既已存於杭州，則當不只

為應付官員、文人遊湖之召而已，必然也有其他富貴之家招其做陪。尤其杭

                                                      
20 蘇軾所留下不少題詠西湖的詩作，便多是為了與同遊西湖的客人所做之詩詞唱和而來，如
〈和蔡準郎中邀遊西湖詩〉、〈遊西湖次曹子方韻〉、〈遊西湖雪中次仲殊韻〉、〈次

韻劉景文、周次元寒食同遊西湖〉、〈遊西湖王忠玉、張全翁同訪北山清順、道潛、登

垂雪亭飲泉即赴陳使君夜飲次韻忠玉韻〉、〈沈諫議約遊湖明日得雙蓮於北山沈和小詩

因用其韻〉、〈早到湖上二令先在〉等。見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冊2，卷33，山川
12，湖中，題詠西湖，頁342。 

21 胡太初，《晝簾緒論》（台北：藝文出版社，1967），〈御史篇第五〉，頁178。 
22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16，〈香奩艷語〉，頁303。 
23 吳曾，《能改齋漫錄》，收於（清）張海鵬集刊，《墨海金壺》，共36冊（台北：進新書
局，1969），冊30，卷16，〈杭妓琴操〉，頁17928-17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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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自隋代運河開鑿完成後，成為一重要的商業城市，24「珍異所聚，故商賈

並湊。」25這些富商大賈想來亦應有召藝妓同遊西湖之行動。如《墨莊漫錄》

便記載蘇軾有一次在西湖孤山上看見「湖心有一綵舟，⋯⋯靚粧數人，中有

一人尤麗。⋯⋯年且三十餘，同韻閒雅，綽有態度。」26這或許便是當地富

宅家屬召歌妓遊湖的情形。又前文所述及之出現於北宋時期西湖的這些人

群，乃因其獨特的身份背景與社會地位而易於辨認，惟當時其他來到西湖之

人群則往往因身份的難以確定而遭忽略。范仲淹領浙西時，曾「縱民競渡」

於西湖，27蘇軾也曾指出自西湖成為放生池以來，「每歲四月八日，郡人數萬

會於湖上」，放生各種蟲魚鳥獸。28上述的「競渡」與「放生」皆非特定團體

所舉辦的特定活動，因此資料中的「郡人」與「民」當非侷限於前述的官員、

文人、公吏、藝妓與富戶而已。易言之，雖然由於資料的限制而無法明確的

判斷出北宋時期所有來到西湖的杭州居民之身分背景，然在這些「郡人」與

「民」當中，當亦包含了杭州地區的諸多市井小民。 

由以上的討論，我們可以看到在北宋時期，來到西湖的杭州人在一定程

度上已近乎是整個杭州社會的各階層。雖然由於社會地位、經濟實力等因素

的差異，而使其出現於西湖的主要行動有所差別，但究而言之，他們——杭

州的官員、文人、僧道、公吏、藝妓、富戶及其他形形色色的諸多居民——

卻是構成北宋時期西湖遊賞景致的主體。 

然而，隨著宋室南渡，杭州成為全國最大最重要的城市後，前述的西湖

遊賞者組成份子開始在質與量上均有重大的發展。 

                                                      
24 陳橋驛主編，《中國歷史名城》，頁116。 
25 王象之，《輿地紀勝》，冊1，卷2，兩浙西路，臨安府，〈風俗形勝〉，頁87。 
26 張邦基撰，孔凡禮點校，《墨莊漫錄》，收於《墨莊漫錄 過庭錄 可書》（北京：中華書
局，2002），卷1，〈東坡西湖長短句〉，頁32。  

27 羅大經，《鶴林玉露》，卷13，頁150。 
28 蘇軾，〈乞開杭州西湖狀〉，收於《蘇東坡全集》，冊下，奏議集，卷7，頁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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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南宋時期的西湖遊賞者 

正如前文所述，杭州在南渡後，既成為南宋首都，乃因此吸收了數量龐

大的移民。這些來到杭州的人們，將杭州粧點得富麗堂皇，「號天下繁盛之

樂土」，29則當然更不會忽略了近在咫尺的西湖。 

南宋時期出現於西湖最為顯著的一群人，已不再是當地的官員、文人，

而是南宋皇室。據《武林舊事》載，「淳熙閒，壽皇（即孝宗，1163-1180在

位）以天下養，每奉德壽三殿，遊幸湖山，御大龍舟。」30而光宗(1189-1194

在位)也曾獨幸西湖邊上的聚景園。31嘉泰間（1201-1204）有一張巨濟者也曾

上書寧宗（1194-1224在位），指稱其遊幸西湖的不當。32至於高宗本人更是多

次出遊周邊，留下不少佚事。33 

而一旦帝王出遊，則場面必然浩大，於是「宰執從官，以至大當應奉諸

可，及京府彈壓等，各乘大舫，無慮數百。⋯⋯宮姬韶部，儼如神仙，天香

濃郁，花柳避妍。」34可見其出遊排場之盛大。 

此外，一些朝廷權貴、皇親國戚當然也不可能在西湖這個遊觀盛地中缺

席。著者如秦檜（1059-1155）便曾遊西湖，35而景定年間（1260-1264），「周

漢國公主得旨，偕駙馬都尉楊鎮泛湖，一時文物亦勝，⋯⋯傾城縱觀，都人

為之罷市。」36此外「賈似道（1213-1275）居西湖之上，嘗倚樓望湖，諸姬

皆從。」37又韓侂冑（1152-1207）亦嘗「以春日宴族人于西湖，⋯⋯」38甚

                                                      
29 葛澧，〈錢塘賦〉，收於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冊3，卷95，紀遺6，紀文，賦，頁914。 
30 周密，《武林舊事》，收於《東京夢華錄(外四種)》，卷3，〈西湖遊幸都人遊賞〉，頁375。 
31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2，〈帝王都會〉，頁25。 
32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冊3，卷93，紀遺5，〈紀事〉，頁912。 
33 高宗遊西湖之佚事，可參考周密，《武林舊事》，卷3，〈西湖遊幸都人遊賞〉，頁375-376；
葉紹翁撰，沈錫麟、馮惠民點校，《四朝聞見錄》（北京：中華書局，1989），甲集，
〈九里松用金字〉，頁28，及丙集，〈蕭照畫〉，頁109-110。 

34 周密，《武林舊事》，卷3，〈西湖遊幸都人遊賞〉，頁375。 
35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4，〈佞倖盤荒〉，頁73。 
36 周密，《武林舊事》，卷3，〈西湖遊幸都人遊賞〉，頁377。 
37 （元）劉一清，《錢塘遺事》，收於（清）丁丙撰輯，《武林掌故叢編》（台北：台聯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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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一些內侍如甘昇者流，亦能「有別墅在西湖惠照寺西」，39擁有「山入湖光

碧四圍」的美景。40然而並非所有的權貴都以奢華之態遊湖，像「莊簡吳秦

王益，⋯⋯一日，王竹冠練衣，芒鞋笻杖，⋯⋯縱行三竺、靈隱山中，濯足

冷泉磐石之上」，41清簡之至，乃被其他遊人誤以為神仙。而韓世忠（1089-1151）

在解除權柄後，也曾隻身週遊西湖周圍。42 

而以這些居於社會階層頂點的皇室、權貴為中心，許多隨之南渡至杭州

的移民同樣也來到了西湖。陸游指出自高宗南渡杭州以來，「故都及四方士

民商賈輻輳」，43便說明了移入杭州的人口組成是十分多樣化的。其中，陸游

所稱的這些「商賈」，多居於鳳凰山、吳山一帶，44鳳凰山因而被稱為「客山」，

45蓋取其多客商之意。這些富商大賈或許是在遊湖的奢侈上僅次於前文那些

皇室權貴者。其遊湖舟船不但多有自行建造，「又特精緻耳」，46而遊賞之際，

亦常「買笑千金，呼盧百萬，⋯⋯日糜金錢，靡有紀極」，47可見其縱樂之一

斑。 

此外，杭州既為南宋首都，於是太學也在此重設，48加上杭州亦成為科

舉考試最後關卡的所在地，於是許多士人都到京赴試，使得杭州的士人人口

                                                                                                                                       
風出版社、華文書局，1967），冊6，卷5，〈賈相之虐〉，頁3425。 

38 葉紹翁撰，沈錫麟、馮惠民點校，《四朝聞見錄》，戊集，〈黃胖詩〉，頁192。 
39 王明清，《玉照新志》，收於《叢書集成新編》，冊84，文學類，故事，卷4，頁201。 
40 此句為朱濟芳，〈辛亥三月望祭齋官因遊甘園五首〉，見（清）翟灝等撰，王維翰重訂，
《湖山便覽》，收於《湖山便覽附西湖新志》，卷7，南山路，雷峰，〈甘園〉，頁190。 

41 周密撰，張茂鵬點校，《齊東野語》（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10，〈吳郡王冷泉畫
贊〉，頁184-185。 

42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冊3，卷93，紀遺5，紀事，頁905。 
43 陸游撰，李劍雄、劉德權點校，《老學庵筆記》，卷8，頁104。 
44 林正秋，〈杭州人口百萬考辨〉，頁122-123。 
45 吳自牧，《夢粱錄》，卷18，〈恤貧濟老〉，頁294。 
46 灌圃耐得翁，《都城紀勝》，〈舟〉，頁99。 
47 周密，《武林舊事》，卷3，〈西湖遊幸都人遊賞〉，頁376。 
48 《咸淳臨安志》載：「紹興十二年，詔禮部討論太學養士法，仍令臨安府權於府學措置增
廣，⋯⋯十三年六月，臨安守臣王日奐即岳飛宅建學成。」見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冊

1，卷11，行在所錄，學校，〈太學〉，頁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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頗為可觀。所謂「自東都文獻之餘，天下士大夫之學日趨於南，彬彬然一時

人才學術之盛，不可勝紀」，49「及高宗皇帝中興，⋯⋯中朝人物，悉會於行

在」，50便是指文人士大夫齊聚杭州的盛況，故杭州早在南宋初年便有「士大

夫淵藪」之稱。51 

這些文人既身處杭州，自亦成為西湖美景之間常見的遊賞者。如有一林

外者，「在上庠，暇日獨遊西湖幽寂處，坐小旗亭飲焉。」52另一位太學生俞

國寶，因遊西湖斷橋，在其旁酒肆內留下風入松一詞，而受高宗賞識。53端

平年間（1234-1236），周文璞、趙師秀等詩人則曾有在西湖西林橋邊酒壚飲

酒時遇奇異的佚事。54此外，在慶元六年（1200），陳造（1133-1203）亦與「同

年進士飲于西湖環碧之園。」55而在西湖周遭的一些寺院，也是這些文人涉

足之處，如淨相院因其「占湖山之勝，而處地最僻，又距城闉不遠」，所以

其時仍在學館中修學的倪思最喜在勝日或休沐時前往；56至於在西湖的皮場

廟，也是一位遊於國學的處州士人葉生常到之處。57所謂「三吳之州，莫大

於杭。其地山穠水妍⋯⋯竊意有董仲舒、揚子雲，難於攻苦寂寞，而守其深

淵之思焉。」58說明了杭州山水之美是相當具有吸引力的，因此羅大經乃指

                                                      
49 倪朴撰，（明）毛鳳韶輯，〈石陵先生倪氏礻集著序〉，《倪石陵書》，收於《景印文淵閣
四庫全書》冊1152，頁21。 

50 陸游，〈傅給事外制集序〉，收於《陸放翁全集》，共2冊（台北：文友書局，1959），
下冊，《渭南文集》，卷15，序，頁86。 

51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共27冊，收於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別輯》（台
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1），冊3，卷20。 

52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10，〈才情雅致〉，頁183。 
53 周密，《武林舊事》，卷3，〈西湖遊幸都人遊賞〉，頁375-376。 
54 周密撰，張茂鵬點校，《齊東野語》，卷13，〈西林道人〉，頁242。 
55 陳造，〈集同年記〉，《江湖長翁集》，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66，卷22，
頁280。 

56 倪思，〈重建佛殿記〉，收於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冊3，卷78，寺觀4，寺院，自南
山淨慈寺至龍井，淨相院，詩文，頁752-753。 

57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冊3，卷93，紀遺5，紀事，頁906。 
58 戴表元，〈學古齋記〉，《剡源集》，收於《剡源集外二種》，共2冊（台北：新文豐出
版公司，1984），冊上，卷2，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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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至於荷艷桂香，粧點湖山之清麗，使士夫留連於歌舞嬉遊之樂」，59可見

文人遊賞西湖風氣之盛。 

而除了上述的皇室、權貴、富商大賈及文人大量湧入西湖外，事實上在

整個南宋時期「杭人亦無時而不遊」，60於是這大量的人潮更吸引了一群來西

湖經營其生計者。《武林舊事》便記載了這些在西湖經營各種生意的人群，

包括販賣各種吃食、玩具、花果等的「湖中土宜」；諸多等待遊湖人招引的

歌妓舞鬟，稱為「水仙子」者；及各式各樣的技藝表演者，稱為「趕趁人」。

61至於前文所提及的文人、太學生在西湖邊上獨酌暢飲的酒肆，亦可歸入此

類在西湖經營生計的人群之中。 

以上的皇族權貴、富商大賈、文人學生，乃至平民攤販等，雖然其身份

地位皆極不相同，惟多是杭州及其附近之居民，或是流寓於此地者，易言之，

在一定程度上，他們大多與杭州有著相當的地緣關係。然而在南宋時，西湖

美景也曾迎接過與杭州絕無地緣關係的遊賞者，即為由北方南來的金人使

者。 

自從紹興十二年（1142）宋金首次和議以來，雙方雖然時戰時和，然大

體而言，其間的交通並未曾中斷。職是之故，金人遣使南來，南宋政府自亦

依禮接待。《宋史》記載南宋政府接待金使的禮儀，其中便述及金使到西湖

周邊景點遊覽之情形： 

  大率北使到闕，⋯⋯見之二日，與伴使偕往天竺燒香，上賜沈香、 

乳糖、齋筵、酒果。次至冷泉亭、呼猿洞而歸。⋯⋯62 

此處所稱「天竺」，所指當為位於西湖西側南北高峰間之上、中、下三天竺

山區中的諸寺而言，此地山嶺「杭人統號曰天竺山」，63三竺之間，著名寺院

                                                      
59 羅大經，《鶴林玉露》，卷1，頁115。 
60 周密，《武林舊事》，卷3，〈西湖遊幸都人遊賞〉，頁376。 
61 周密，《武林舊事》，卷3，〈西湖遊幸都人遊賞〉，頁375。 
62 （元）脫脫等撰，《宋史》，冊9，卷119，志第72，禮第22，〈金國聘使見辭儀〉，頁2812。
又《武林舊事》亦有類似記載，見周密，《武林舊事》，卷8，〈北使到闕〉，頁479。 

63 （清）瞿灝等輯，王維翰重訂，《湖山便覽》，卷6，北山路．下天竺，〈天竺山〉，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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頗多。而呼猿洞及冷泉則分別位於白猿峰及飛來峰，其皆在下天竺與高峰之

間。 

  按所引文稱「大率」來看，則遊覽湖山似已為南宋接待金使的慣例。此

處所提的西湖遊賞者雖然以南宋來金使者為主角，但可以想見，伴隨而來的

朝中官員、士人及擔任各種供應、前導等諸工作的內侍公吏亦必不在少數，

故不啻又是一次排場盛大的湖山遊覽活動。因此，雖然北使遊湖的次數由於

其地緣、政治等各種因素而不比南宋時的諸多杭人，然而在每次遊賞時來到

西湖周遭地區的人數與其組成，當不讓於南宋皇室、權貴的遊湖活動。 

  雖然在上文中所討論之西湖遊賞者的身份地位與來到西湖的主要行動

皆不盡相同，惟多為杭州當地（或寄寓於此地）之人，就中僅以金使為例外。

比較南北宋時來到西湖的人們，我們可以明顯地發現其組成的改變而顯得更

為豐富。就中最能引起我們注意者，當為南宋諸多的皇帝、宗室及南來金使。

這些西湖遊賞者中最為嬌貴之一群的出現，標示著杭州西湖遊賞活動的精緻

富麗已達極點；而外地遊湖成員的增加，則說明了杭州西湖的地位已躍升為

全國最中央的遊觀勝地，而這些轉化都與杭州本身地位的提升有著直接的關

聯。就此一角度而言，我們即可明顯地看出西湖與杭州間關係之密切。  

  然而，西湖遊賞活動的發展並不僅僅反映在其參與者組成的豐富化而

已，西湖地區的旅遊資源能獲得進一步的開發，亦為西湖遊賞活動得以發展

的重要動力之一。而這一點也與杭州在南宋時升為首都有著密切的關係。在

前文，我們已提及杭州在南宋成為首都，其最明顯的特徵便是人口的增加與

城區的發展，而城區的發展事實上便是杭州人口之增加所帶來的效應之一。

64這些大量移入杭州的人口使其消費量驟增，增益了商業的繁榮，而生活環

                                                                                                                                       
148。 

64 梁庚堯與斯波義信都指出由於杭州人口的上升，導致對城區居住地的要求加劇而形成城區
的變化。見梁庚堯，〈南宋城市的發展〉，頁537，（日）斯波義信著，方鍵、何忠禮譯，
《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頁328-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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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優裕，更吸引了不少達官貴人到此定居。65 

  這些達官貴人除前文所提及的南宋皇室外，也包括了諸多的朝中權貴及

寄寓於杭州及其附近地區的富商大賈。他們不但身處南宋杭州社會的上層，

過著優渥的生活，同時也是對其生活中的遊賞活動最有能力負擔，也最願意

投入精神財力的一群人，在前文所述及的達官貴人於暢遊西湖時所擺出的排

場之闊綽，便直接地說明了這一點。 

  因此，南渡後的杭州居民在西湖遊賞此一面向上，不但因為杭州人口的

上升而呈現量的成長，同時也因為願意在此事上投入金錢與心力的成員增加

而表現出質的成長。而南宋時期西湖遊賞人群質量俱增的情形，也說明了西

湖本身的遊賞資源在南北宋時期有其長足的發展。因是之故，在對南北宋時

期的西湖遊賞活動之發展做進一步的討論之前，我們也必須對當時西湖及其

周圍的遊賞景點、資源的開發有所瞭解。 

二、 西湖遊賞資源的發展 

  旅遊資源正是構成現代旅遊的要素之一，66然對於南北宋時期杭州西湖

的遊賞活動而言，也同樣是基本的要素之一。雖然不少學者把旅遊資源分為

自然旅遊資源和人文旅遊資源二類，67但二者之間往往亦相互結合，從而使

一地的遊賞活動大為發展，西湖便是此種情形的明顯例證。然西湖在宋代成

為名聞遐邇的遊賞之地，其遊賞景點、資源的開發亦是一逐漸發展的過程。

而隨著西湖及其周圍遊賞景點的逐漸開發，所謂的「西湖遊賞」也逐漸從西

湖湖區的遊賞向四周區域擴張。 

                                                      
65 梁庚堯，〈南宋城市的發展〉，頁497-499。 
66 邵驥順，《中國旅遊歷史文化概論》（上海：上海三聯書局，1998），頁46。 
67 邵驥順指出，所謂的「自然旅遊資源」指具有美學、科學意義的自然遺產，包括山水風景、
氣候、氣象奇觀、動植物等，雖或有人為痕跡，但以天然為主。而「人文旅遊資源」則

指人類生活之產物，包括歷史文物、文化藝術、風俗民情等。見邵驥順，《中國旅遊歷

史文化概論》，頁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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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北宋時期的西湖遊賞資源 

  西湖湖區本身便因其明媚的山光水色而成為突出的景點。蘇軾〈飲湖上

初晴後雨二首〉之二： 

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

宜。68 

實即在讚嘆西湖湖區在還晴乍雨之際的景色變換之美。也因為西湖湖區的景

色具備如此的吸引力，故其在北宋時已為諸多文人墨士流連忘返的景點。如

蘇軾本身便極欣賞西湖湖區景色之秀麗。又如「楊蟠宅在錢塘湖上，⋯⋯每

從親賓，乘月泛舟，使二笛婢侑樽，幽然忘返。」69而林逋「浩蕩彌空闊，

霏霏接水濆」兩句，70則簡潔生動地描寫出他在西湖舟中所見的雪景。 

  但在北宋時，西湖周圍已經出現了不少人為的景點供遊賞者尋幽訪勝，

而就中有很大的一部份乃是位於西湖周圍的大小寺院。田汝成的《西湖遊覽

志餘》稱「杭州內外及湖山之間，唐已前為三百六十寺，及錢氏立國，及宋

朝南渡，增為四百八十，海內都會，未有加於此者也。」71已極言其地寺院

之多。《咸淳臨安志》亦指出「臨安西湖舊傳南北兩山僧寺大小合三百六十。」

72所謂「南北兩山」，當指西湖西側的南北高峰一帶之山脈而言。可見南北山

一帶應為當地寺院主要的集結區之一。也正因西湖周圍諸寺集結在南北山

間，蘇軾才會說「三百六十寺，尋幽遂窮年。」73 

  這麼多的寺院，有不少是前代所遺留下來的古蹟。如保叔塔崇壽院是在

「開寶元年（968）錢氏建。⋯⋯在湖山間，與雷峰塔相應。」74而景德靈隱

                                                      
68 蘇軾，〈飲湖上初晴後雨二首〉，收於《蘇東坡全集》，上冊，前集，卷4，詩，頁79。 
69 方勺撰，許沛藻、楊立揚點校，《泊宅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十卷本，卷7，
頁42。 

70 林逋，〈西湖舟中值雪〉，《林和靖集》，（台北：學海出版社，1974），卷1，頁46。 
71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14，〈方外玄蹤〉，頁260。 
72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冊3，卷93，紀遺5，〈紀事〉，頁903。 
73 詩句見蘇軾，〈懷西湖記晁美叔同年〉，《蘇東坡全集》，冊上，前集，卷7，頁112。 
74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冊3，卷79，寺觀5，寺院，自涌金門外至錢湖門，〈保叔塔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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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則在「東晉咸和元年（326），梵僧慧理建，舊名靈隱。景德四年（1007）

改景德靈隱禪寺。」75而法惠院則「在方家峪。乾德元年（963），吳越王忠

懿建，名興慶。大中祥符中（1008-1016）改今額。」76正因吳越錢氏篤信佛

教，也才能維持並興建了大量的佛寺而傳於宋代。 

  上述這些寺院既多處於鄰近西湖的南北山一帶，因此有不少寺院占其地

利之便而得以一享西湖的山光水色，乃為北宋時的西湖除湖區外的另一種景

點。王隨〈放生池記〉便記述道：「（杭州）羅城之西有湖曰錢塘，或謂上湖，

亦云西湖。寶剎相望，繚岸百餘寺。煙景可愛，澄波三十里，實二浙之佳致，

一方之上游也。」77可見在北宋時，西湖周圍寺院多因其能納西湖之景而成

為「一方之上游」的遊賞景點。 

  至於位處西湖湖區中孤山上的寺院，其觀景之便利自是不言可喻。林逋

〈西湖孤山寺後舟中寫望〉一詩稱：「天竺橫分景色寬。」78描寫的便是從孤

山上廣化寺後方的湖中小舟所望見的景色。既能由孤山處的湖面直眺三天竺

山，則該寺所納景色之悠遠當可想見。 

  而除了上述諸多寺院外，北宋時期西湖的周邊尚有其他的人工景點。如

前文提及熙寧年間郡守祖無擇所建的介亭，便是蘇軾常與客交會之處。79而

聳翠樓則是「政和七年（1117）郡守徐鑄⋯⋯於湖堂之右，以眾樂亭舊址臨

湖為翠聳樓。」80法惠院旁的雪齋則是院中的言師「開此軒，汲水以為池，

累石以為小山。又灑粉於峰巒草木之上，以象飛雪之集。」並由蘇軾所命名

                                                                                                                                       
壽院〉，頁768。 

75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冊3，卷80，寺觀6，寺院，自飛來峰至上竺，〈景德靈隱寺〉，
頁779。 

76 （清）瞿灝等輯，王維翰重訂，《湖山便覽》，卷7，南山路，〈西林法惠院〉，頁196。 
77 王隨，〈放生池記〉，收於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冊2，卷33，山川12，湖中，六井，
記文石記，頁340。 

78 林逋，〈西湖孤山寺後舟中寫望〉，《林和靖集》，拾遺，頁206。 
79 蘇軾曾作〈次韻劉景文登介亭〉、〈袁公濟和劉景文登介亭詩復次韻答之〉及〈介亭餞楊
傑次公〉三詩。見《蘇東坡全集》，上冊，前集，卷18，詩，頁253。 

80 周淙，《乾道臨安志》，卷2，館驛，〈樓〉，頁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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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81此外，錢塘門外的望湖樓乃是「乾德五年（967）錢忠懿王建。」82至

於著名的蘇公堤，是蘇軾在開撩西湖時以所挖出的葑草積築而成，位於西湖

西面，斜亙南北，「夾道雜植花柳，中為六橋，行者便之。」83 

  而除了這些人工建構的景點外，在西湖周圍之地也有不少自然景點在北

宋時已為人所注意，雖未必得於其地暢觀西湖美景，但卻多因獨有的特色而

為時人所遊。如金沙井，以其「沙光燦如金，撥以杖皆黑」，故在唐時已為

白居易所喜。84瑪瑙坡則以「地有碎石如瑪瑙，故以名。」85而虎跑泉則以其

二虎「跑山出泉」的傳說而著名，蘇軾亦曾為之賦詩。86 

  由以上所述及之包括西湖湖區及其周圍的各種景點來看，似乎顯示出在

北宋時，西湖與其周圍的遊賞景點已達一定的密集程度，然而這並不表示在

北宋時西湖與其周圍地區的遊賞資源已為人所徹底開發。 

  事實上，在北宋時西湖周圍地區的景點，有不少處仍是幾近於荒山野地

中的狀態。如龍井地處「風篁嶺之上，實深山亂石中之泉也。」87而蘇軾在

形容前往靈隱山北高峰塔的路途時稱「前路高且長。古松攀龍蛇，怪石坐牛

羊。」88至於契嵩在遊南屏山時，「由山麓而上，⋯⋯再東至幽居洞，洞之東，

則深林茂草也。⋯⋯再西曲折而上，⋯⋯由是小徑支分，所往皆茂林修竹，

不知其極。」89也表現出山中仍有不少區域是相當深邃荒涼的。又即使是孤

山這個極占西湖美景之最的景觀點，在當時也還有「孤山孤絕誰肯廬？」的

疑問。90而這多少也說明了北宋時結廬於此的林逋之所以被稱為「隱士」的

                                                      
81 秦觀，〈雪齋記〉，收於《淮海集》（長沙：商務印書館，1938），卷38，頁261。 
82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冊2，卷32，山川11，湖上，〈望湖樓〉，頁332。 
83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冊2，卷32，山川11，湖上，〈蘇公堤〉，頁330。 
84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冊1，卷23，山川2，城南諸山，孤山，〈金沙井〉，頁260。 
85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冊1，23，山川2，城南諸山，孤山，〈瑪瑙坡〉，頁260。 
86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卷5，〈南山勝蹟〉，頁58-59。 
87 秦觀，〈龍井記〉，《淮海集》，卷38，頁262。 
88 蘇軾，〈遊靈隱高峰塔〉，《蘇東坡全集》，上冊，前集，卷6，詩，頁102。 
89 （清）瞿灝等輯，王維翰重訂，《湖山便覽》，卷7，南山路，〈南屏山〉，頁177。 
90 蘇軾，〈臘日遊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蘇東坡全集》，上冊，前集，卷3，詩，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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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原因。 

  故此可知，在北宋時期，西湖及其周圍地區（尤其是西南側的山地一帶）

雖已不乏極具開發潛力之景點的存在，但在其可親性仍有一定限制的情況

下，或許並不是所有的景點皆能達到「郡人數萬」齊聚的盛況。倘若在南宋

初年，杭城內部分地區如橘園亭、俞家園等尚屬鮮有人居（見前引楊和甫《行

都紀事》文），則北宋時的西湖地區，特別是其西、南側山地較多，距城郭

亦遠的地區，其開發之程度當更為低落。而開發程度低落的現象之一，即為

交通條件之不良。惟交通條件又屬風景資源開發的重要條件之一，91沒有交

通路線的開闢，則旅遊活動便難以發展。92從此一角度來看，我們也就能理

解何以在北宋時，在以西湖周邊山區為對象的題詠作品中，其聲音形象仍以

幽寂深靜的天籟音響為主。93 

(二) 南宋時期的西湖遊賞資源 

  進入南宋之後，隨著杭州急遽的發展與其人口大量的增加，西湖與其周

圍地區的景觀點也被進一步的開發，而不少新的人工景點亦陸續出現。其中

最為人所矚目者，應即是各種大型園苑的出現。 

  事實上，環繞著西湖周圍而興建的園苑並非始自南宋。如北宋時陳堯臣

罷官，「以前所錫萬金築園亭於西湖之上，極其雄麗。」94蔡京亦因「少年鼎

貴，建第錢唐，極為雄麗，全占山林江湖之絕勝。」95然自南渡以來，隨著

富商大賈、王宮將相紛紛湧入杭州，各式精美絕倫，宏麗至極的園苑也開始

大量出現，故此，陸游乃稱「自紹興以來，王公將相之園林相望。」96 

                                                      
91 孫仲明，〈風景資源旅游開發的條件〉，收於龐規荃，《旅游開發與旅游地理》（北京：
旅游教育出版社，1992），頁21-31。 

92 邵驥順，《中國旅遊歷史文化概論》，頁29。 
93 侯迺慧，〈唐宋時期西湖題詠之研究〉，頁7。 
94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冊3，卷91，紀遺3，紀事，頁893。 
95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冊3，卷91，紀遺3，紀事，頁891。 
96 陸游，〈南園記〉，收於《陸放翁全集》，下冊，《放翁逸稾》，卷上，頁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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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南宋的諸多園苑中，自然有不少為南宋諸帝的御園。如聚景園在清波

門外，乃「孝宗皇帝致養北官，拓圃西湖之東，又斥浮屠之廬九以附益之」

而成，97可見其占地之廣。又有翠芳園，「在錢湖門外，南新路口，面南屏山，

故舊名屏山園。」98水月園則在錢塘門西的寶石山，「紹興中，高宗撥賜楊和

王存中，⋯⋯後復獻於御前，孝宗撥賜秀王伯圭。」99而梅坡園則為宋楊太

后園。100其他「後有德壽宮東園，集芳園，太上皇后下天竺御園。」101其中

德壽宮雖處杭城之中，但其「引湖水注之，其上疊石為山，象飛來峰，有堂

名冷泉。」102實仿西湖景色而成。此外在西湖孤山上復有御圃，其內即含六

一泉、香月亭、挹翠堂、清新堂、香蓮亭等景點，就中的挹翠亭更是「瞰湖

為堂，盡挹西北諸山之勝。」103 

  而除了御園外，皇帝以下的王宮將相、朝臣權貴亦大興土木。如環碧園

位於湧金門外，屬楊郡王府園。104而處於錢塘門外的御園之一，玉壺園，本

鄜王劉錡(1078-1162)別業。105而在孤山路口的斷橋處有總宜園則是宋中貴張

知省別業。106前文曾提及的內侍甘昇則有甘園，位雷峰塔西側。107韓侂冑著

                                                      
97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冊1，卷13，行在所錄，苑囿，〈聚景園〉，頁162。 
98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冊1，卷13，行在所錄，苑囿，〈翠方園〉，頁163。 
99 （清）翟灝等輯，王維翰重訂，《湖山便覽》，卷9，北山路，寶石山，〈水月園〉，頁

90。 
100 （清）翟灝等輯，王維翰重訂，《湖山便覽》，卷9，南山路，丁家山，〈梅坡園〉，頁

224。 
101 李心傳撰，徐規點校，《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共2冊(北京：中華書局，2000)，上冊，
甲集，卷2，〈玉津園〉，頁78。 

102 （清）朱彭，《南宋考蹟考》，卷上，宮，〈德壽宮〉，頁23。 
103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冊1，卷13，行在所錄，宮觀，〈四聖延祥觀〉，頁158-159。
又南宋皇室的御園事實上絕不止於此處所列者，其他的御園與其分布請參考附圖與侯迺

慧，《唐宋時期的公園文化》(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7)，頁77-78，及林正
秋，《南宋都城臨安》，西湖十景與御花園示意圖，頁91。 

104 （清）翟灝等輯，王維翰重訂，《湖山便覽》，卷7，南山路，湧金門，〈環碧園〉，頁
169。 

105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卷8，〈北山勝蹟〉，頁91。 
106 （清）瞿灝等輯，王維翰重訂，《湖山便覽》，卷2，孤山路．白沙堤，〈總宜園〉，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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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南園則「其地實武林之東麓，而西湖之水匯于其下。天造地設，極湖山

之美。」108而位於葛嶺的瑪瑙寺西側則有「半春、小隱、瓊華，皆史彌遠

（1164-1233）別墅也。台榭工麗，在在殊宜。」109至於賈似道原已「先有私

墅在葛嶺」，既又得理宗賜集芳園，改名後樂園，110「又以為未足，則於第之

左數百步瞰湖作別墅，⋯⋯千頭木奴，生意瀟然，生物之府，通名養樂園。⋯⋯

又於西陵之外，樹竹千挺，駕樓臨之，曰秋水觀、第一春、梅思、剡船亭，⋯⋯

後復葺南山水樂洞，⋯⋯據勝專奇，殆無遣策矣。」111除了上述諸多名園外，

「裏湖內諸內侍園囿樓台森然，亭館花木，豔色奪錦，⋯⋯其餘貴府內官沿

堤大小園囿、水閣、涼亭、不紀其數。」112雖然在這些私人園囿中也有如賈

似道的集芳園，「往來遊玩船隻，不敢仰視，禍福立見」的情形，113但也有許

多園苑是對外開放予杭人遊賞的。如端午節時，「納涼人⋯⋯或在荷花茂盛

處園館之側。朝鄉會⋯⋯或借園內。」114清明時則「官員士庶，具出郊省墳，⋯⋯

宴于郊者，則就名園芳圃，奇花異木之處。」115而在二月花朝節時，更是「最

堪遊賞，都人皆往錢塘門外玉壺、古柳林、楊府、雲洞，錢湖門外慶樂、小

湖等園，⋯⋯玩賞奇異花木。」116 

  而除了數目龐大的園囿外，自北宋時已遍佈湖山之間的寺觀亦持續有所

興築。如玉清宮「在錢塘門外葛嶺，紹定元年（1228）東朝降錢造。」117上

清宮則「在西湖雷峰塔北，⋯⋯淳祐間建。」118旌德觀則原稱玉晨道官，在

                                                                                                                                       
107 （清）瞿灝等輯，王維翰重訂，《湖山便覽》，卷7，南山路，雷峰，〈甘園〉，頁190。 
108 陸游，〈南園記〉，收於《陸放翁全集》，下冊，《放翁逸稾》，卷上，頁5。 
109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卷8，〈北山勝蹟〉，頁103。 
110 （清）瞿灝等輯，王維翰重訂，《湖山便覽》，卷4，北山路，葛嶺，〈後樂園〉，頁99。 
111 周密撰，張茂鵬點校，《齊東野語》，卷19，〈賈氏園池〉，頁356。 
112 吳自牧，《夢粱錄》，卷19，〈園囿〉，頁296。 
113 吳自牧，《夢粱錄》，卷12，〈西湖〉，頁228。 
114 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盛錄》，收於《東京夢華錄（外四種）》，頁118。 
115 吳自牧，《夢粱錄》，卷2，〈清明節〉，頁148。 
116 吳自牧，《夢粱錄》，卷1，〈二月望〉，頁145。 
117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冊3，卷75，寺觀1，城內外，〈玉清宮〉，頁722。 
118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冊3，卷75，寺觀1，城內外，〈上清宮〉，頁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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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慶二年（1226）為袁韶徙於位在西湖第一橋之先賢祠的東北隅，「有亭曰

虛舟，曰雲錦，皆枕湖。」119顯慈集慶教寺則位於通向三天竺處的九里松，「淳

祐十年創，賜貴妃閰氏充香火院。⋯⋯規制瑰傑，金碧照映，為湖山寺宇之

冠。」120而治平寺乃「建炎初，僧法聰始建錦塢菴。紹興二十一年（1151）

移今額。寺有閣三閒，面揖孤山。」121至於四聖延祥觀則於紹興十四年（1144）

興建於孤山上，「一山蟠踞，湖波回環。」122 

此外各種不同於園林寺觀的景點也經由官方的力量而得以興築或更

建。其著者如寶慶二年（1226）安撫袁韶以公帑購民屋建先賢堂，位於西湖

新堤處，「其地前挹平湖，四山環合。基趾夷曠，意象窈深。」123湖山堂則是

咸淳間由洪燾買民地建構，後由潛皋墅更建，「盡納千山萬景，卓然為西湖

堂宇之冠。」124著名的蘇公堤則在咸淳五年（1269）得到朝廷補助，「載礫運

土，填窪益庳，⋯⋯沿堤舊有亭九，亦治新之。仍補種花木數百本。」125豐

豫門外的豐樂樓（此即前文所提之聳翠樓）則在咸淳九年時改建，「遂為西

湖之壯。」126 

  上述這些園林、寺觀等諸景點均在南宋時大量興起，其自然與前文所提

及的那些在南渡後大量成長的杭州人口有著直接的關係，職是之故，它們實

可被視為杭州城擴展的另一項明顯特徵。 

前文已提到杭州在南北宋之際發展的一項特徵即是由於城外人口日益

增多而導致杭州城外的發展。然而，我們若將前述園林寺院在南宋大量興築

                                                      
119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冊3，卷75，寺觀1，城內外，〈旌德觀〉，頁722。 
120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冊3，卷79，寺觀5，寺院，自涌金門外至錢湖門，〈顯慈集
慶教寺〉，頁777-778。 

121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冊3，卷79，寺觀，寺院，自涌金門外至錢湖門，〈治平寺〉，
頁769。 

122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冊1，卷13，行在所錄，宮觀，〈四聖延觀寺〉，頁158。 
123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冊2，卷32，山川，湖上，西湖，〈先賢堂〉，頁331。 
124 吳自牧，《夢粱錄》，卷12，〈西湖〉，頁229。 
125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冊2，卷32，山川11，湖上，西湖，〈蘇公堤〉，頁330。 
126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冊2，卷32，山川，湖上，〈豐樂樓〉，頁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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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象亦列入考慮，則我們會發現杭州城外的發展並不僅止於城外行政區的

設立。這些遍布於西湖與及周圍山地內外的園林寺觀之得以存在，甚至如雨

後春筍般地出現在南渡之後，除了因為興築者的意願與財力，當然也因為來

到此地的人群得以支持其存在。龐德新指出南宋杭州的元宵，西湖諸寺點燈

所用的買油錢乃是向看燈人抄化而來，127其所費既不貲，則來到這些寺院觀

燈的人數應為不少，始能供給。 

從而，來到這些寺院的人數既是如此龐大，乃至遠在三天竺山區的寺院

也能夠擁有「官禁所賜，貴璫所遺」的元宵燈，128則說明了這些寺院的所在

處在一定程度上是交通便利的。這樣的情形，比起北宋時蘇軾以「古松攀龍

蛇，怪石坐牛羊」來形容前往靈隱山的路途來看，實是不可同日而語，129這

也說明了西湖周圍地區與杭州城之間的交通條件於南宋時實有明顯的進步。 

而園林的位置同樣亦因南宋後西湖地區的交通越形便利而有往周邊山

地擴張之勢。如在西湖西岸南高峰支脈丁家山上的梅坡園為「宋楊太后宅

園。」130又有斑衣園，「在九里松，宋韓蘄王別業。」131甚至遠在下天竺山亦

有御園。132上述這些皇家權貴的園圃所處均在西湖西岸的山地區，倘若這些

地方的交通未達一定程度之上的便利，以致「撫非通道，故貴人蓄賈之遊不

至」，133則這些園林是否會出現於此，實有疑問。從這個角度來看，雖然杭城

                                                      
127 龐德新，《從話本及擬話本所見之宋代兩京市民生活》，頁405-406。 
128 周密，《武林舊事》，卷2，〈元夕〉，頁370。 
129 靈隱山與三天竺山區實為相連，因此《咸淳臨安志》乃稱「靈隱天竺兩山由一門而入。」
見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冊3，卷80，寺院，自飛來峰至上竺，〈景德靈隱寺〉，頁
779。 

130 （清）瞿灝等輯，王維翰重訂，《湖山便覽》，卷9，南山路，丁家山，〈梅坡園〉，頁
224。 

131 （清）瞿灝等輯，王維翰重訂，《湖山便覽》，卷5，北山路，九里松，〈斑衣園〉，頁
120。 

132 灌圃耐得翁，《都城紀勝》，〈園苑〉，頁99。 
133 曾鞏，〈擬硯台記〉，收於曾鞏撰，陳杏珍、晁繼週點校，《曾鞏集》，全2冊（北京：
中華書局，1984），上冊，卷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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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園林因佔地廣大而使得不少城中居民必須移往杭州的市郊（suburbs），134

但園林本身之出現於西湖周邊地區的現象，實已將杭州城外區域之發展給擴

大了。 

而相應於上述的現象，西湖周圍地區景點的發展也形成西湖遊賞之地理

意義的擴大。《武林舊事》卷五〈湖山勝概〉條由南山路起，至三天竺止，

分列出西湖周圍的所有景點。135其分布乃由豐豫門門外的豐樂樓，南向包含

西湖、乃至杭城南邊的諸山地如方家峪、大小麥嶺、慈雲嶺、大慈山寺等，

折而西北，含南高峰、西湖三堤路、孤山路等處，再由豐樂樓北向，往西湖

西側及西北側諸處如溜水橋、鮑家田、棲霞嶺、葛嶺、西溪路等處依序敘述，

最後亦將三天竺包括進來。這樣的敘述排列，基本上實形成了以西湖為圓心

的廣大環狀地域，也說明了西湖在這一片「湖山勝概」中的中心位置。事實

上，宋末董嗣杲作《西湖百詠》，136其所題詠之景物，皆散佈上述範圍中。 

據此，我們可以發現，由於西湖及其周圍地區的開發，在南宋時的西湖

遊賞，實質上已從西湖湖區擴展到周圍廣大的山區了。然而西湖周圍山群大

多有其角度和面勢可以眺望湖光景色，137故上述諸景點在一定程度上並不因

距離而消滅了與西湖湖區間的關聯。《西湖遊覽志》形容西湖與周圍山地形

勢「南北諸山，崢嶸迴繞，匯為西湖，⋯⋯若蓮萼層敷，柎瓣莊嚴，而馥郁

花心，含釀甘露。」138也自地理形勢上說明了西湖與周圍山地間的聯繫。就

此而言，只要在交通條件的發展上有一定水準，則西湖遊賞範圍逐漸擴張至

周圍山區，實已有其發展的先天地理基礎存在。在杭州成為首都後，西湖遊

                                                      
134  James M. Hargett, “The Pleasure Parks of Kaifeng and Lin’an During the Sung 

Dynasty(960-1279)”，收於國際宋史研討會秘書處編，《國際宋史研討會論文集》（台北：
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社，1988），頁26。 

135 周密，《武林舊事》，卷5，〈湖山勝概〉，頁409-439。 
136 董嗣杲撰，（明）陳贄和，《西湖百詠》，收於《叢書集成續編》，冊223，史地類，西
湖。 

137 侯迺慧，《唐宋時期的公園文化》，頁62。 
138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卷1，〈西湖總敘〉，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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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景點挾著充分的財力物力與關注而產生了上述的發展，則應屬當然之勢。

而這樣的發展趨勢，配合著來到西湖的遊賞人群在質量上的增長，亦從而豐

富了所謂「西湖遊賞」的活動內涵。 

三、 西湖遊賞活動的豐富化 

從前面兩節的討論，我們已大致分析了由北宋到南宋間，西湖遊賞活動

中遊賞者與遊賞資源兩大因素的發展。本節乃以上述兩節所討論者為基礎，

試由遊賞者與遊賞資源之發展與其交互間的影響為角度，來探究南北宋時期

西湖遊賞活動的豐富化。 

(一) 北宋時期的西湖遊賞活動 

來到西湖遊賞，最初且最普遍的目的的應即是為欣賞此地的湖光山色，

139而在北宋時最能領略西湖山光水色之美的，當為那些官員文士、騷人墨客

了。而這些官員文士、騷人墨客在身處於西湖山水美景之際，往往不以眼觀

所得為足。葉夢得（1077-1148）曾強調「猝然與景相遇，借以成章，不假繩

削」乃是詩家之本，140因此眼中所觀景色常常便是詩文創作得以產生的契機。

有學者指出觸景生情、托景比德、寓志於景、借景言理、情景相容，乃是中

國旅遊文學的顯著特色，141可見文人在遊山玩水之時，除了對眼前佳景的感

動與響往外，文學上的創作也是相當常見的活動。蘇軾〈次韻曹子方韻判雪

中同遊西湖〉一詩有句云：「詞源灩灩波頭展，清唱一聲巖谷滿。未容雪積

句先高，豈獨湖開心自遠。」142詩句既在水波間開展，又較積雪為多，可見

                                                      
139 侯迺慧，〈從西湖看宋人的造園活動—以文學範疇為主〉，《國立政治大學學報》 69(1994): 

91。 
140 葉夢得，《石林詩話》，收於《古今說部叢書》，第六集，共5冊（上海：上海文藝出版
社，1991），冊3，卷中，頁7。 

141 范能船，〈山水意識與旅遊文化〉，收於《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4.4(1997.08): 89。 
142 蘇軾，〈次韻曹子方運判雪中同遊西湖〉，收於《蘇東坡全集》，上冊，前集，卷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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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唱和之繁。又張耒（1054-1114）詩稱「扣舷倚棹唱吳歌」，143此吳歌應

即為遊湖時的作品。 

而除了詩詞的唱和與抒發外，歌妓隨行獻藝取樂也出現於這些文人、官

員的遊湖活動中。因此秦觀曾賦詩稱「西湖水滑多嬌嬙」，144而《西湖遊覽志

餘》亦載蘇軾守杭時，「府僚湖中高會，群妓畢集。⋯⋯子瞻乃作一曲，名

賀新涼，令秀蘭（一妓名）歌以侑觴，聲容絕妙，府僚大悅，劇飲而罷。」

145實說明了藝妓在這些官員、文人遊賞之際所扮演的角色。 

除在湖區的遊賞唱和取樂外，這些文士、官員也會前往西湖周邊山區的

寺觀參訪。如蘇軾便曾於雨中遊天竺靈感觀音院。146秦觀則曾於夜中往龍井

訪辨才法師，一路上「皆寂不聞人聲。道旁廬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

流水上激悲鳴，殆非人間境也。」147而楊蟠亦曾與詩僧惟晤、契嵩等共遊於

北高峰及三天竺一帶數日。148這種遊賞活動，在西湖周圍山區尚未完全開發

的北宋時期，應當也帶有對「清靜幽寂的山林趣味與超塵離俗的心靈休養」

之追求，149就此而言，這樣的遊賞活動實亦為上述這些文士、官員之人文涵

養的另一種展現。 

而除了這些以官員、文人為主體的風雅遊賞活動外，北宋時的西湖遊賞

也會因參與者與活動內容的不同而呈現出截然不同的風貌。 

前文已提到蘇軾曾指出在西湖成為放生池之後，每年的四月八日，杭人

齊聚於西湖放生各種蟲魚鳥獸的情形。另外，蔡襄（1012-1067）亦曾在四月

                                                                                                                                       
詩，頁259。 

143 張耒，〈西湖三首〉，《柯山集》，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15，卷20，五
言絕句，頁174。 

144 秦觀，〈陳令舉妙奴詩〉，《淮海集》，後集，卷2，頁11。 
145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16，〈香奩豔語〉，頁303。 
146 蘇軾，〈雨中遊天竺靈感觀音院〉，收於《蘇東坡全集》，上冊，前集，卷3，詩，頁66。 
147 秦觀，〈龍井題名記〉，收於《淮海集》，卷17。 
148 釋契嵩，〈山游唱和詩序〉，《山游唱和詩》，收於（清）丁丙輯，《武林掌故叢編》，
冊5，頁2406。 

149 侯迺慧，〈唐宋時期西湖題詠之研究〉，頁13。 



西湖遊賞與杭州                                               ．67．  

八日時於西湖觀看民眾放生，「盈舟載魚蝦，投瀉清波際」的盛況。150此處所

稱的四月八日，即為「佛誕日」，151放生之舉似為本日之習俗。152而除了佛誕

日外，在西湖的昭慶律寺「每歲三月三日，海內緇流，雲集於此，推其長老

能通五宗諸典者，登壇說法，⋯⋯。」153不啻又一場面盛大的聚會。 

這些宗教節日既吸引了這麼多的杭州人口會聚於西湖，則所伴隨而生的

其他活動亦應不少。最明顯者即四月八日的放生活動，其間所放生的魚蟲鳥

獸數量既如此之多，似不可能皆由參與者自行捕捉。《西湖老人繁勝錄》稱

在佛生日之時，「遊人湖峰上買飛禽、烏龜、螺螄放師。」154這種買賣雖為南

宋之情形，實亦應為北宋之狀態，而除了這種以放生之生物為主的買賣之

外，其他各種商品的交易，應當也是上述這些宗教活動期間在西湖邊上的常

見現象。《麈史》形容開封相國寺在每年朔望、三八日開時，「伎巧百工列肆，

罔有不集，四方珍異之物悉萃其間。」155此種盛況雖是開封的情形，惟像這

種伴隨宗教活動或是利用宗教活動而舉辦的廟市，在其他地方城市和農村是

很多的，156作為東南大郡的杭州亦應有類似的情況。此外，宗教節日的人群

聚集也往往代表著娛樂活動的發生。如每歲夏首在鳳翔府岐山縣法門寺所舉

行的社會便多有「遊墮之輩，晝夜行樂」之舉，157而在開封「构肆樂人，自

過七夕，便般『目連救母』雜劇」，直至十五日中元節止，觀者倍增。158重陽

                                                      
150 見蔡襄，〈四月八日西湖觀民放生〉，《端明集》，收於《景印文淵閣庫全書》，冊1090，
卷3，頁366。 

151 周密，《武林舊事》，卷2，〈浴佛〉，頁378。 
152 放生之事，一般認為始於隋代天台宗的創立者智覬。見喬繼堂，《中國歲時禮俗》（台
北：百觀出版社，1993），頁128。 

153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卷8，〈北山勝蹟〉，頁92。 
154 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勝錄》，頁117。 
155 王得臣撰，俞宗憲點校，《麈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卷下，〈諧謔〉，
頁88。 

156 （日）斯波義信著，莊景輝譯，《宋代商業史研究》（台北：稻禾出版社，1997），頁
379。 

157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冊7，刑法2之10，頁6486。 
158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收於《東京夢華錄（外四種）》，卷8，〈中元節〉，頁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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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諸禪寺也有齋會、獅子會，「遊人最盛」。159由此看來，在上述宗教節日於

西湖邊上所舉行的放生活動與法會中亦應伴隨有相當的娛樂活動。 

而除宗教節日外，傳統節日，尤其在每年的寒食、清明時，杭城居民前

往西湖嬉樂遊賞者亦盛眾。蘇軾便曾形容在寒食、清明時際，「烏榜紅舷早

滿湖」的盛況，160而蔡襄也曾敘述在寒食、清明時，湖中人群鼎盛，舟船爭

勝的情形，161陳密更提及在寒食時，由於杭人多往西湖而去，以致「綵樓觀

戲巷無人。」162此「綵樓」當為搭設於西湖邊，以供百戲表演者，也因此才

吸引杭人，以致城中「巷無人」。按寒食乃是「去冬至一百五日，⋯⋯謂之

寒食。」163而清明乃「在寒食第三日，故節物樂事皆為寒食所包。」164《東

京夢華錄》稱在此段時節，「都城人出郊。⋯⋯往往就芳樹之下，或園囿之

間，羅列杯盤，互相勸酬。」165開封既是如此，則杭州既為東南大郡，又有

西湖美景緊鄰城郭，故有如蘇軾、蔡襄與陳密所形容的盛況應屬當然。 

正如前文所討論的，在北宋時期會來到西湖遊賞的人群，事實上已包含

了當時杭州社會上形形色色的諸般居民。然而北宋時期的西湖周圍地區既不

似南宋已經相當程度的開發而顯得易於前往遊賞，又不是每位杭城居民皆有

能力如當時的文人、官員、富商般，隨時自備所需器具、舟船暢遊西湖，則

在適當的節日，於適當的地點以行適當的活動，或許便成為北宋時杭人大批

聚集於西湖遊賞的顯著特色。也正因為如此，才會使上述這些文人墨士注意

                                                      
159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8，〈重陽〉，頁51。 
160 蘇軾，〈寒食未明至湖上太守未來兩縣令先在〉，收於《蘇東坡全集》，上冊，前集，
卷4，詩，頁81。 

161 侯迺慧，〈唐宋時期西湖題詠之研究〉，頁15。此處所引蔡襄詩句，見蔡襄，〈寒食西
湖〉、〈四日清明西湖〉、〈西湖晚歸〉，《端明集》，卷7，律詩，頁。373-507；373-508。 

162陳密，〈和子瞻沿牒京口憶西湖寒食出遊見寄〉，收於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冊2，
卷33，山川12，湖中，〈題詠西湖〉，頁343。 

163 陳元靚，《歲時廣記》，共2冊（台北：新興書局有限公司，1977），上冊，卷15，〈寒
食上〉，業2489。 

164 陳元靚，《歲時廣記》，上冊，卷17，〈清明〉，業2557。 
165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7，〈清明節〉，頁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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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種「郡人數萬會於西湖」的情形而加以記錄。 

綜合以上所述可以觀察到，在北宋時期以文人為主的西湖遊賞活動與以

杭州居民整體為主的西湖遊賞活動是相當不同的。相對而言，杭城居民在西

湖地區的遊賞活動多以節日習俗活動為其明顯的高潮。而文人們雖亦參與這

些活動，然尋幽探勝，欣賞山水情境中的雅致亦為其西湖遊賞中相當重要的

一部分，也因此他們的活動範圍也更擴及西湖周圍如三天竺、龍井、南北高

峰等山地。有學者指出宋代的文人士大夫在遊樂山水，欣賞景物時，喜愛探

究人生與自然的種種道理，因游及理，因景言理，166這種特色顯示了士大夫

的獨特性格，也是其西湖遊賞活動大不同於以杭民整體為主之西湖遊賞的明

顯之處。 

此種不同在相當程度上與當時西湖周圍的開發狀況有關。正如前文所指

出，西湖的開發在北宋時仍未到達巔峰，故其周圍地區景點的可親性仍有一

定的限制。在此狀況下，除非有相當的意願與能力，否則願意花費時間、金

錢等開支而前往該地者必然有限，因此王安石（1021-1086）稱「險以遠，則

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于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167

便是這種情形形成了北宋文人與一般杭州居民在西湖遊賞範圍上的落差。然

而隨著西湖地區的開發，上述的情況也跟著改變。劉涇〈石門洞記〉稱「洞

去人遠，溪山太陰，松竹草眛，⋯⋯仙鬼各以為家，⋯⋯以人跡不至稱慶。⋯⋯

飭僧紹賓將其事，既而告成，茶煙犬吠，木魚咚咚，于是知有官宰」，168說明

一地的人群活動與其開發狀況有著直接的關聯。因此，隨著杭州在南宋時期

的發展，西湖地區的開發程度亦隨之成長，西湖遊賞活動的範圍與內容也逐

漸變得更為豐富。 

                                                      
166 章必功，《中國旅遊史》（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2），頁272。 
167 王安石，〈游褒禪山記〉，收於《王安石全集》，共2冊（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
下冊，記，卷38，頁873。 

168 劉涇，〈石門洞記〉，收於陳新，談鳳梁，吳錦譯注，《歷代游記選譯.宋代部分》（北
京：寶文堂書店，1987），頁11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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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南宋時期的西湖遊賞活動 

時至南宋，隨著杭州居民組成的複雜化與西湖及其周圍遊賞資源的開

發，西湖遊賞活動的內容愈形豐富，同時，這些多樣化的遊賞活動亦隨著遊

賞資源的開發而逐漸向原本以文人的尋幽訪勝為主要遊賞形式之周圍山區

擴張。 

就中，文人暢遊於湖山之間，欣賞其山光水色的遊賞型態仍然風行，也

因此有不少題詠西湖景致之美的作品流傳下來，如楊萬里（1127-1206）〈人

日出遊湖上〉之二：「去時數點雨，歸時數片雪。雨雪兩不多，山路雙清絕。」

169所描寫的便是西湖在疏雨微雪之際的清麗氣象。而宋末汪元量則有「風挾

斷雲橫北巘，煙隨飛雨渡南屏。蘇堤柳樹照波綠，吳苑麥苗連地青。」等句，

170呈現出在湖上所見的寬闊景色。 

然而，南宋時期的西湖遊賞活動，隨著其參與者在數量與組成上的豐富

化，西湖的山光水色在更多時候只是他們多樣化的遊賞活動中的一個配角，

甚至已不再是他們來到西湖的理由了。此一情形的發展與西湖及其周圍地區

的開發有著直接地關連。 

正如前文所討論的，西湖及其周圍地區隨著杭州成為南宋首都，其交通

條件漸有相當的發展，也因此提升了西湖及其周圍地區的可親性，大批的園

囿、寺觀等景點應運而生，擴大了西湖遊賞的地理空間，也因此，來到西湖

的遊賞者在組成上及數量上均有相當的進展。《武林舊事》稱「西湖天下景，

朝昏晴雨，四序總宜。杭人亦無時不遊，而春遊時盛焉。」171說明了在南宋

時期來到西湖遊樂賞景的人群之多。而因應著這些大批湧入西湖的遊客，許

多商販伎藝也隨之而來，如前文所提及的「湖中土宜」、「水仙子」、「趕趁人」

                                                      
169 楊萬里，〈人日出遊湖上〉，《誠齋集》，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60，〈朝
天集〉，卷21，頁232。 

170 汪元量，〈同毛敏仲出湖上由萬松嶺過浙江亭〉，收於汪元量著，胡才甫校注，《汪元
量集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頁13 。 

171 周密，《武林舊事》，卷3，〈西湖遊幸都人遊賞〉，頁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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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便為較引人注目者。而除了這些商販、伎藝人外，也有不少以服務遊客

為營生的行業出現，如有所謂的「四司六局」，即帳設司、茶酒司、廚司、

台盤司、果子司、蜜煎司、菜蔬司、油燭司、香藥司、排辦司，此等人物乃

專門為客排辦筵席者，「欲就名園異館，寺觀亭台，或湖舫會賓，但指揮局

分，立可辦集，皆能如儀。」172此外，更有一些層次較低的閒人，專門為富

家子弟遊宴執役，或者精通小技，或者幹當雜事，或者為妓家探聽賓客、說

合交易者，這些人「若顧之則貪婪不已，不顧之則強顏取奉，必滿其意而後

已。」173而遊湖人既多，於是湖中船隻亦夥，除了各式各樣做生意及搬載貨

物的小船外，亦有供遊湖人雇賃者。174這些攤販、歌伎、服務業，乃至閒人

由於人數眾多，故亦競爭激烈，其中有曾因皇帝出遊西湖時宣喚於前服務或

享用其食品者，「則錦衣花帽，以自別於眾。」175 

而除了以上這些在湖區四周出沒的行業外，西湖周遭也出現了不少供人

消費取樂的場所。如前文所提及的豐樂樓，在南宋時成為官方酒庫，176「⋯⋯

設官妓數十人，各有金銀酒器千兩，以供飲客之用。⋯⋯往往皆學舍士夫所

據，外人未亦登也。」177除此官庫外，亦有一些小型的酒肆坐落於湖山之間，

如前文所引的林外、俞國寶、周文璞及趙師秀等人所暢飲的酒肆，便屬此類。

而按話本〈西山一窟鬼〉中王七三官人所說「我們過駝獻嶺九里松路上妓第

人家睡一夜」等語來看，178則在南宋時，西湖地區亦已有妓家的出現。另外，

作為一大型表演娛樂場所的瓦子也出現在西湖周圍地區。《西湖老人繁勝錄》

稱杭州城外即已有二十座瓦子，179而位於西湖地區之著者有錢湖門外的錢湖

                                                      
172 吳自牧，《夢粱錄》，卷19，〈四司六局筵會假賃〉，頁376。 
173 吳自牧，《夢粱錄》，卷19，〈閒人〉，頁300-301。 
174 吳自牧，《夢粱錄》，卷12，〈湖船〉，頁234-235。 
175 周密，《武林舊事》，卷3，〈西湖遊幸都人遊賞〉，頁376。 
176 灌圃耐得翁，《都城紀勝》，〈酒肆〉，頁93。 
177 周密，《武林舊事》，卷6，〈酒樓〉，頁441。 
178 〈西山一窟鬼〉，收於亞東圖書館輯，《宋人話本七種》（北京：中國書店，1988），
頁74。 

179 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勝錄》，頁124。另外，《夢梁錄》則稱杭城內外共有十七處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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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瓦子及靈隱天竺路行春橋側的行春瓦子。180 

上述這些在西湖及其周圍地區所出現的種種服務與娛樂等諸行業，實說

明了在南宋時期的西湖遊賞活動已是包羅萬象，賞景不再是遊客們來到西湖

的最主要目的。無論遊客的身份地位為何，其在西湖所享受到的不只是美麗

的湖光山色，還有各式各樣的娛樂、消費。與前述北宋時期的西湖遊賞比較，

我們可以發現南宋時期的西湖遊賞中，消費活動佔有相當的比重。各式的

吃、喝、玩、樂的消費會集於此，使得西湖有了「銷金鍋兒」的稱號，181在

《武林舊事》卷六〈小經紀〉與〈諸色伎藝人〉二條所列出的商品與伎藝中，

除少數伎藝為御前專屬外，其餘如耍令、釣竿、魚兒活、蟲蟻籠、演史、小

說、影戲、鼓板、傀儡等，莫不為杭城居民日常娛樂消費之所繫。182西湖及

其中的遊船既為固定的文化娛樂常市，183則這些商品、伎藝應亦可在西湖地

區看見。 

其次，這些花樣繁多的消費娛樂既出現於西湖，也表明了此時期的西湖

遊賞不但在內容上多樣化，時間上亦漸成為常態。以上文提及的錢湖門瓦子

與行春橋瓦子為例，此種大型的表演娛樂場所既是各式伎藝與術士的聚集

地，184則來到此處的消費者不但數量龐大，且其光顧的頻率亦應十分密集，

才有可能支持這些大型娛樂表演場所的存在。前文已由三天竺山區寺廟燈會

與杭城外園林的發展來說明西湖地區在南宋時期的開發，正是在這樣的交通

基礎上，此處所討論的娛樂消費始能大量且常態性地出現在西湖地區，而「杭

人亦無時不遊」的情形也才有可能出現。185 

                                                                                                                                       
舍，見吳自牧，《夢粱錄》，卷19，〈瓦舍〉，頁298。 

180 吳自牧，《夢粱錄》，卷19，〈瓦舍〉，頁298。 
181 周密，《武林舊事》，卷3，〈西湖遊幸都人遊賞〉，頁376。 
182 周密，《武林舊事》，卷6，〈小經紀〉、〈諸色伎藝人〉，頁450-466。 
183 龍登高，〈南宋臨安的娛樂市場〉，《歷史研究》 2002年05期(2002) : 30。 
184 瓦子除表演娛樂外，亦有相術者於其間招徠生意。《貴耳集》即稱：「臨安中瓦，⋯⋯
天下術士皆聚焉。凡挾術者易得厚獲。」見張端義，《貴耳集》，收於《筆記小說大觀》，

4編，冊4，卷2，頁2437。 
185 周密，《武林舊事》，卷3，〈西湖遊幸都人遊賞〉，頁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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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所述，我們可以看見，南宋時期的西湖遊賞不但在內容上多樣

化，在時間的持續上也延長了，而成為一種一年四季毫不間斷的常態活動。

從這個角度來看待在南宋時仍然持續著的那些於特定節令而實行的特定習

俗活動（如寒食清明時，杭人亦出郊祭掃，「南北兩山之間，車馬紛然」；186佛

誕日時，則「是日西湖作放生會，舟楫甚盛」。187又如競渡活動，則是「自二

月八日為始，而端午尤盛。」188），我們可以說彼等實際上已成為西湖四季不

斷的遊賞活動中一些定期重覆的高潮而已。相較於在北宋時，這些特定節令

及其特定習俗活動成為當時杭人西湖遊賞的顯著特徵，在南宋時期的特定節

日及其活動已不再於此時期的西湖遊賞一事上顯得如此突出。易言之，從西

湖遊賞在南宋時期的發展來看，這些特定節日及其特定活動的重要性已因為

此時期西湖遊賞活動的豐富化與持續性而被減弱了。 

由以上所討論，我們可以看到，南宋時期的西湖遊賞實是北宋西湖遊賞

活動的進一步發展。在北宋時期，西湖遊賞雖以文人雅士周游湖山，題景詠

色與杭民在特定節日的會集活動為其較突出的特色，然宋代城市七十餘個大

小節日既莫不以「賞心樂事」唯依歸，189則在這些節慶中，自亦應有不少各

種消費、娛樂活動的存在。南宋時期的西湖地區由於人群的投入與遊賞資源

的開發，其遊賞活動乃在北宋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成為名聞遐邇的遊觀勝

地。也正因為西湖遊賞在南宋時期達到一發展的巔峰，故湖山美景已非西湖

之所以著名的唯一原因。當高宗在德壽宮模擬西湖山水之景以建置園林時，

西湖中多樣化的娛樂也為其所喜好，故曾於宮內「效學西湖，鋪放珠翠、花

朵、玩具、匹帛，及花籃、鬧竿、市食等，⋯⋯亦有小舟數十隻，供應雜藝、

嘌唱、鼓板、蔬果，與湖中一般。」190就此，我們實可看到南宋西湖除山水

                                                      
186 周密，《武林舊事》，卷3，〈祭掃〉，頁378。 
187 周密，《武林舊事》，卷3，〈浴佛〉，頁378。 
188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3，〈偏安佚豫〉，頁64-65。 
189 伊承文，《宋代市民生活》（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9），頁260。 
190 周密，《武林舊事》，卷7，頁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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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景外，另一種令人無法抗拒其吸引力的理由。 

四、 小結 

本章試圖以來到西湖的人群之轉化及西湖周圍遊賞資源之開發為基

礎，對宋代西湖遊賞的發展進行討論。就中我們可以發現，西湖遊賞活動從

北宋直至南宋，呈現出日益可親且愈形頻繁的趨勢，也因此，西湖與杭人的

日常生活也就愈形緊密。《武林舊事》稱： 

而都人凡締姻、賽社、會親、送葬、經會、獻神、仕宦、恩賞之經營、

禁省台府之囑託，貴璫要地，大賈豪民，買笑千金，呼盧百萬，以致

癡兒騃子，密約幽期，無不在焉。日糜金錢，靡有紀極。故杭諺有「銷

金鍋兒」之號，此語不為過也。191 

就中的種種活動如締姻、會親、送葬等，既是杭人日常生活的一部份，則我

們實可明確地看出西湖與杭州間緊密的關係了。在這個意義上而言，即令西

湖在北宋時仍因其湖光山色之美而主要為一遊賞之地，但到了南宋時期，由

於西湖及其周圍地區的開發，其本身不但是杭人的遊賞之地，也在事實上成

為了杭州人日常生活的環境。易言之，西湖與杭城在空間上逐漸消除了原有

的地理區隔，而成為杭州城市發展中的共同體。而此一趨勢更因為杭州在南

北宋時的發展而極為顯得突出。《西湖遊覽志》稱：「至紹興建都，生齒日富，

湖山表裡，點飾浸繁，離宮別墅，梵宇仙居，彤碧輝列，豐媚極矣。」192便

明確點出西湖之發展實為「紹興建都，生齒日富」之故，而這一層關係也使

得杭州西湖不同於其他以西湖為名的湖泊，所謂「顧一州一縣，理所在水之

東者，皆西湖也。潁有之、松有之，山陽四明類有之，獨在杭者，齒響諸夏

而筆騁群彥。」193西湖之所以突出，正是因為杭州不同於其他城市之故。 

                                                      
191 周密，《武林舊事》，卷7，頁376。 
192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卷1，〈西湖總敘〉，頁5。 
193 白珽，〈西湖賦〉，《湛淵遺稿》，收於《剡源集外二種》，冊2，卷上，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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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為此一發展的趨勢，故即使來到西湖之人並非只有杭州的居民，

但這一點並不稍稍減弱了西湖與杭州間的關係。董嗣杲在《西湖百詠》的序

中稱「錢塘西湖，⋯⋯兩山仙佛盤錯，坡老守郡時，遊歷幾遍，遺跡尚可考。

南渡後貴臣邸第多在，亭館日闢，視前此後不侔，蓋富盛極矣。」194實已將

西湖的發展置於杭州發展的歷史脈絡之中，從而為西湖在南宋時期富麗繁華

的面貌提供了適切的根源，若未能由此一關鍵來審視整個西湖遊賞的發展，

則或者將難以呈現出其時間上的縱深而流於失真。 

 

 

 

 

 

 

 

 

 

 

 

 

 

 

 

 

 

 

                                                      
194 董嗣杲撰，（明）陳贄和，〈西湖百詠序〉，《西湖百詠》，頁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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