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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知李夢陽所身處之時代背景及當時文壇之景況後，本章將把焦點置於李

夢陽本人。儘管現代西方文學理論，己漸漸將文學研究的重點由作者轉向於作

品，甚至認為作品產生之後的意義在於讀者的解讀，而與作者無涉，然而這樣的

說法並非全面，中國古代「知人論世」的觀念仍有其根據。因此，本論文之研究

重點雖在於李夢陽之「辭賦作品」，但探究作者本人生平亦是與作品息息相關之

功課，以下就李夢陽之生平、宦途與交遊加以介紹，並針對除賦篇以外之作品加

以評述。 

 

 

 

 

 

第一節  家世背景 
 

李夢陽，字獻吉，慶陽人（今甘肅省慶陽縣），生於明憲宗成化八年（西元

1472年），卒於世宗嘉靖八年（西元1528年）。關於其家世，在正德二年時（西

元 1507年）曾自撰《族譜》六篇，詳細考述家族種種，《族譜》今存於《空同集》

卷三十七，為了解其家世生平之重要材料。對於族譜的撰寫，李夢陽在〈周氏族

譜序〉中有以下的見解： 

 

      周生衝修其族之譜成，空同子觀焉，曰：「周生知譜哉！」一譜而五善具

矣。夫述前者據，信後者實，謀始者慎，導從者簡，布言者忠。 

 

李夢陽認為：述事有「據」、真「實」、謹「慎」、「簡」要、「忠」於事乃修譜之

基本原則。並於〈譜序第六〉之前言說明著作《族譜》之緣由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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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君子述事必有所由從，於是作〈例義第一〉以明世；于是作〈世系第二〉，

夫永短行，窮異數，於是列名諱生死之紀，作〈家傳第三〉；然死者要用

其本末，于是作〈大傳第四〉；予觀《記》有外戚焉，家國一道，于是作

〈外傳第五〉，然必列序本旨，于是作〈譜序第六〉。 

 

〈例義第一〉說明著族譜之緣由；〈世系第二〉列出李氏四世三宗子嗣之世系圖；

〈家傳第三〉對〈世系第二〉所列各人之配偶及生卒年作簡明之記敘；〈大傳第

四〉開始敘述曾祖父、祖父、叔祖、父親至於其弟之生平；〈外傳第五〉記載族

中女眷之生卒年，甚為簡略，惟母親有特別記錄生平；〈譜序第六〉乃是為此譜

所作之序言，說明著《族譜》乃是「采其事實，欲子孫知起家之難，使知孝敬之

本，艱貞振厲之操與勤儉之原」，由此可知：孝敬、節操與勤儉乃其家風，因此

夢陽特別書出以警子孫。根據〈大傳第四〉的記載，其曾祖父於白溝河戰役中過

世時，二子年幼方齔，故「李氏莫知所從來」，因此李氏四世三宗—「我曾即我

始」，故族譜亦自其曾祖父貞義公開展： 

 

      號貞義公者，不知何里人也，而贅于扶溝人王聚。王聚以洪武三年歸軍於

蒲州，已又自蒲州徙慶陽，於是貞義公從如慶陽。⋯⋯北兵之起也，貞義

公戰於白溝河，死於是。 

 

貞義公戰死於白溝河一事，李夢陽曾作〈哭白溝文〉以悼，有「猗嗟我祖，生為

士雄，死為國殤」之語。曾祖父戰死時，祖父處士公纔八歲，其母改嫁之後，處

士公獨自生活，學賈往來於邠寧間，十餘歲而成中賈。對於祖父之個性生平，夢

陽有以下之描寫： 

 

      處士公任俠有氣人也，即少時而好解推衣食衣食人，於是閭里人皆多處士

公，處士公顧愈謹治生，日厚富有貲。郡中人用貲，無論識不識，皆與貲，

於是郡中人亦無不多處士公。 

 

處士公雖然年幼喪父，孤苦伶仃，只能以小買賣維生，但由於治生甚謹，因而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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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貲。處士公為人任俠有氣，對於郡中人慷慨解囊，贏得閭里尊敬。但也因為

任俠的性格，竟在一次調停中被繫下獄，蒙冤而死。死後由於平日不善積聚，以

至於陷入貧困，處士公有三子，夢陽之父最為年幼，由長兄撫養成人。李氏家族

直至夢陽父親吏隱公這一代，才開始轉變門風。其曾祖父為軍人、祖父經商，皆

非以仕進為途，祖父過世後，夢陽之父在長兄主文公的栽培下學習識字，初時尚

未有求功名之意，故年二十始充郡學生，受籍於師。但由於缺乏基礎，日誦百千

卻過不成誦，乃被後生取笑，乃愈發苦學，終至有成。在〈大傳第四〉中，李夢

陽並不直寫其父之學識與胸襟，卻舉歲貢時事，以突顯其父之氣格： 

 

      郡學歲貢一人，然二人行。梁生貢，公次當行。梁生稔公文高，懼與偕，

因要公置酒，奉百金壽，因辟席頓首，請欲自行。公許諾，卻其金不受。

人曰：「甚哉李君之憨也，垂成而棄厥功。」公聞之，仰天嘆曰：「嗟乎！

是安知予哉！」卒讓梁生行。明年，吏隱公貢，次者王生。王生者，公師

也，即亦置酒要如梁生，公又卒讓王生。又踰年，公迺始貢，是時年三十

五矣。 

 

吏隱公雖然在追求學問方面大器晚成，然其學識已獲得眾人認同，梁生便因懼公

文高而請欲自行，由此可見吏隱公之才識；而隔年又禮讓師者，因此直至三十五

歲始中舉人，可謂曲折。吏隱公少貧賤，性重厚，為學甚苦，李夢陽敘述其從學

之苦，有以下敘述： 

 

      予又聞公至向學往貧窶時，受詩於合水韓公，嘗大雪，公單衣，曳破履行。

嘗夜行歸，雪甚，廬蕭然無煙也，《禮》曰：「傷哉，貧也。」今子孫豐衣

足食，日鞭笞，不務學，豈復念先世哉！ 

 

而對於父親的外在，李夢陽也有傳神描寫： 

 

      吏隱公方面鬚髯，腹便便垂然，為人德厚鮮矜伐，人矜伐，公屏負壁立，

終不言，又不校長短，故無大小愚智，咸亦尊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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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夢陽在〈大傳第四〉中詳述了記憶中的父親形象，尤其要子孫謹記吏隱公向學

之艱苦。吏隱公中舉之後，為阜平縣（今河北省阜平縣）學訓導，後又起為封丘

溫和王教授，帶著李夢陽移居開封（古稱大梁）。而對於一直支持著父親的母親，

李夢陽在〈外傳第五〉中有所描寫： 

 

      先大夫出務學，夫人則豢賣雞豕及酒醋，佐先大夫學及時。時負薪水行，

人見之率憐苦夫人，夫人弗苦也。然夫人性至嚴重，好鞭笞僕奴。雖家人

嗃嗃而蒸蒸，無間言。貴有婦矣，然猶日視米鹽零碎物及酒食與雞馬食，

雖雞馬食不肯妄用粟，至見哀憐人則咨咨不已，周濟之，此雖其小細，可

以觀大德焉。 

 

對於母親在父親投入向學時，一肩擔起家計，不以為苦的精神，夢陽娓娓道來，

至於母親好鞭笞僕奴亦不加隱瞞，節儉惜福不因家境改善而轉變，反而更能周濟

哀憐人，夢陽寫人，便是以小觀大，藉由小事觀其大德。審視夢陽家譜，可知李

夢陽家世並非顯赫，父親雖是舉人，授訓導、王府教授之職，但在明朝亦非高官，

不過在慶陽自有其地位，社會地位與曾祖起家之時已有不同。 

 

 

 

 

第二節  求學經歷 
 
    夢陽四歲時，父親為阜平縣訓導，他亦從如阜平就學。十歲時，父親補任封

丘溫和王教授，夢陽亦從如大梁，受《毛詩》，此後向學不倦。期間亦曾從學於

邵寶門下，見《空同集》卷六十〈獨對亭銘〉序言：「追昔從邵公講道許下，今

廿餘年矣」。邵寶（西元 1460-1527年），字國寶，號二泉，江蘇無錫人，有《容

春堂集》。《明史．儒林傳》稱他：「學以洛閩為的，嘗曰：『吾願為真士大夫，不

願為假道學。』舉南畿，受知於李東陽，為詩文，典重和雅，以東陽為宗。」1錢

                                                 
1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下冊，卷 282，頁 1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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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益稱其為「李門六弟子」之一。2邵寶對於文章的看法亦以復古為宗，其門人

浦瑾為《容春堂集》所作之序曾記載一段對話： 

 

      瑾晚末無似，辱公寵而教之。嘗從容問公曰：「文將安師？」曰：「師今之

名天下者，無以則先進乎，無以則古人乎。」曰：「先進而上。宋古乎？」

曰：「有唐有東、西漢者在。」「唐兩漢古乎？」曰：「有先秦古文在。」

「古至先秦至矣乎？」曰：「庶乎其亦古也已。」曰：「將不有《六經》在？」

曰：「六經尚矣，夫學文而曰必且為《六經》，吾則不敢也。」它日問詩，

公詔之如問文。曰：「將不有『三百篇』在？」曰：「『三百篇』尚矣，夫

學詩而曰必且為『三百篇』，吾則不敢也。」3 

 

這段話與李夢陽〈詩集自序〉中的論點頗為相似，可知其時師古之風氣已然形成。

據朱安 〈李空同先生年表〉：「公年十七歲，游心六籍，工古文、詩、賦，閉戶

潛修，尚友千古，梁人目為李才子云」，可知尚古思想在他早年求學從師時便已

萌芽。夢陽沐浴在這種文壇趨向學古的氛圍中，自然汲取了邵寶對於文學的一些

想法，進而走向更絕對的復古之途。 

 

弘治二年（西元 1489年），十八歲的李夢陽以儒士應河南鄉試不第，於是更

加僶勉從學，以待下次應試。在準備應考的三年之間，夢陽成婚、生子，並回到

慶陽，當時楊一清為督學憲副，見而異其才，進而延之門下，日從講肄。楊一清

（西元 1454-1530年），字應寧，號邃菴，又號石淙，安寧人，有《石淙詩稿》。

楊一清於〈與李獻吉憲副〉一文中提及「非獻吉似無可託者」，並「餘稿數冊煩

不吝一二日之勞，槩加評跋」，故楊一清詩稿乃交由李夢陽所評點，今可見卷首

有「門生北地李夢陽評點」字樣，可見其師生情義。李夢陽曾為楊一清賦〈邃菴

辭〉以志衷辭，序言便言明當時：「夫子提學關輔，余始得隨鄉邦士摳衣講坐下。

然自恨限於勢分，未幾，竊科第，輒復違去，不得從容左右，如菴中諸子卒業以

立於世，而有私幸究緒論、遵顯則，若有自得焉者，雖不敢自謂得其門而入，亦

                                                 
2 錢謙益所指李門六弟子為：石瑤、羅圮、邵寶、顧清、魯鐸、何孟春六人，見其《列朝詩集小
傳》，（臺北市：世界書局，1961），頁 273。 

3 見〔明〕邵寶著，《容春唐集》前序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
全書》本），冊 1258，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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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茍焉以自棄。」之後便於隔年舉陜西鄉試第一。弘治六年（西元 1493 年）

二月會試，李東陽、陸簡為考試官，取汪俊等三百人。三月癸未廷試，賜毛澄等

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夢陽為二甲第十七名進士，任職於戶部。同年母喪，扶柩歸

大梁，服喪期間，於大梁授生徒、學者及門甚眾。弘治八年（西元 1495年），夢

陽歸葬母親于慶陽，父親亦請假偕行，至踰月，亦以疾終。於是夢陽便留在慶陽

守制，直至弘治十一年（西元 1498年）喪滿乃返京師，開始其官旅生涯。 

 

    李夢陽自四歲便因父親的官職而往來於慶陽（今甘肅省慶陽縣）、阜平（今

河北省阜平縣）、大梁（今河南省開封縣）之間，更從學邵寶於河南許縣，在河

南以儒生應鄉試不第，回到陜西之後，受到楊一清的賞識，擢為鄉試第一。此後

應試順利，在李東陽為主試時考上進士，與李東陽自有師生情誼。李東陽為夢陽

之父所作之〈明周府封丘王教授贈承德郎戶部主事李君墓表〉中曾言：「夢陽學

於楊公（一清），又予禮部所舉士，其視予猶視楊公也。」4夢陽的求學應試生涯

足跡遍及關陜、河南、河北，見識既廣，眼界自然開闊，又由於身處北地，其作

品講求風格雄渾、氣象宏大，亦可以想見。可以說，李夢陽之尚古傾向萌發於求

學應試這一段時期。  

 

 

 

 

第三節  宦途與交遊 
 

學養之陶成，除家學淵源外，與其仕宦交遊亦有相關，尤其是與同時文人的

交流互動所激盪出的火花，更使李夢陽逐步居於復古運動的領導位置。第一節論

及夢陽仕宦之前的背景，可視為其思想之發展萌芽階段，其後仕宦境遇的改變，

則對於其作品及思想產生更重大的影響。 

 

                                                 
4 見〔明〕李東陽著，《懷麓堂集》卷 76，（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
全書》本），冊 1280，頁 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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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夢陽之官運可謂多舛，弘治六年（西元 1493 年）考上進士，任職於戶部

不過數月，便遭母喪。在大梁守制兩年，返慶陽葬母時，父親亦亡，故直到弘治

十一年（西元 1498年），才除喪復職，返京師任戶部主事。為戶部主事期間，曾

奉命監通州國儲，亦曾奉命犒榆林軍，弘治十四年（西元 1501年），夢陽奉命監

三關招商，由於執法嚴格，因而被誣下獄，〈李空同先生年表〉詳細敘述了此次

下獄經過： 

 

  公見邊儲日匱，奸蠹歲滋，戚里宦寺，豪橫無忌；包攬者賂通當道，上下

相蒙，是以利歸權要，士有饑色。前監臨者，皆依違其間，或克私橐。公

至，持法嚴峻，請託不行、嬖行不便，媒櫱誣奏，至下詔獄。公毅然就理，

指陳利病，辭氣不撓，事遂得白。 

 

之後得釋並復職，仍舊任職戶部。弘治十八年（西元 1505年），孝宗皇帝下詔徵

求讜言，夢陽應詔乃成〈上孝宗皇帝書稾〉，陳「二病、三害、六漸」之弊，末

言貴戚驕恣之漸，直指「今陛下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

如壽寧侯⋯⋯今壽寧侯招納無賴，罔利而賊民，白奪人田土、擅拆人房屋、強虜

人子女，開張店房、要截商貨，而又佔種鹽課、橫行江河，張打黃旗，勢如翼虎⋯⋯

臣竊以為宜及今慎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翦萌之道。」夢陽大膽

明白指出外戚壽寧侯張延齡恃寵而驕之不法情狀，自然免不了一場政治風暴，張

侯辯愬，摘奏中「張氏」字為訕斥母后之詞，奏夢陽斬罪，孝宗不得已繫夢陽錦

衣獄。夢陽在〈述憤〉詩十七首中，描寫了坐劾壽寧侯待詔獄的心情，其三云：

「鞀響久不作，烈士常苦辛，魏裾已寂寞，漢檻空嶙峋。邈焉向千載，曶曶懷斯

臣，皇心茍識察，百死寧一身。」言語既悲涼又沉重，夢陽雖身繫囹圄，仍望皇

帝識察區區，那麼死亦未足惜。面對這樣陳情剴切的疏言，而招致大禍，孝宗皇

帝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共同商議該如何處置李夢陽，謝遷奏曰：「夢陽

狂直，不足深罪。」因而詔夢陽復職，僅奪俸三月。在空同集〈上孝宗皇帝書稾〉

後所附〈秘錄〉，則記載了孝宗皇帝對劉大夏說明處理夢陽之經過： 

 

      上曰：朕初欲輕譴此人，而左右者輒乃曰：「輕莫如打二十放了。」已顧

大夏曰：「汝知渠意乎？」大夏叩頭對曰：「臣不知。」上曰：「打必送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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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衛渠栓關節，打之必死也。於渠輩則誠快矣，如朕殺諫臣何？」 

 

孝宗免夢陽考打之刑，僅扣俸三月，乃本著愛護臣民之心，視夢陽為諫臣。孝宗

庇護夢陽一事，相信提昇了夢陽個人之聲望，並有助於日後改變文壇風氣，提倡

復古之展開。然夢陽三月上疏，四月得釋，五月知遇夢陽的孝宗皇帝便溘然崩殂，

為了感念孝宗之恩，夢陽在〈大行皇帝挽詩〉中有「向來激切疏，優渥小臣知」

句，可以想見夢陽之哀慟。同年稍後，夢陽進為貴州司員外郎，隔年武宗即位，

進為戶部郎中。 

     

根據《治世餘聞》所言，孝宗彌留時召見顧命大臣言：「東宮聰明，但年幼

好逸樂，先生每請他出來讀些書，輔導他作箇好人。」5果不其然，武宗即位之

後，好玩樂的個性一一顯露出來，同時寵幸宦官劉瑾為首之八人，時人號「八虎」，

而其中尤以劉瑾最為狡狠。劉瑾深知武宗好逸樂之心理，於是日進鷹犬、歌舞、

角觝之戲，導帝微行，漸棄萬機。外廷知八人誘帝游宴，大學士劉健、李東陽、

謝遷都曾進諫，然帝弗聽，劉瑾勢亦日張。當時戶部尚書韓文每朝退，對署吏言，

輒泣淚數行，夢陽便說之：「公大臣也，義共國休戚，徒泣何益？」李夢陽建議

韓文「比諫臣有章入，交論諸閹下之閣矣，夫三老者（劉健、李東陽、謝遷），

顧命臣也，聞持諫官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殊死爭，閣老以諸大臣爭也，

持必更易，力易為辭事，或可濟也。」韓文與閣老大臣參議之後，便屬夢陽草奏，

成〈代劾宦官狀疏〉，疏入，詔廷議其事，而八人環哭上前乞命，帝心動，事乃

中變。在劉瑾的挑撥之下，朝中許多大臣都被去職，瑾知韓公之奏出自夢陽之手，

深憾之，遂矯詔奪官，降山西布政司，後又被黜，與劉健、韓文等五十三人榜為

黨人，放歸故里，回到大梁。對於韓文暨內閣師保等人咸相繼去位一事，夢陽感

發而作〈去婦詞〉，藉著棄婦口吻訴說：「賤妾甘為覆地水，郎君忍作離絃箭」，

其悲憤之情可以想見。 

 

沉潛於大梁之時，夢陽將官場上的失意化為不懈怠的創作，不僅完成《族

譜》，在辭賦方面也完成了〈哭白溝文〉、〈弔康王城賦〉、〈咎旱飇文〉、〈禱旱文〉

                                                 
5 引自《治世餘聞》，〔明〕陳洪謨撰，（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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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作品。其中〈咎旱飇文〉中對旱飇的對話，正是針對蒙蔽人君，罔顧生民的小

人奸臣而發，並感嘆：「日月喪魄，天地易位兮。五星錯而背行，寒與暑其倒置

兮。」暗諷宦官專權，顛倒是非的景象。 

 

然而只是放歸故里並不能消劉瑾之恨，正德三年（西元 1508年），劉瑾羅織

夢陽罪，欲殺之以攄其憤，由大梁械逮至京，再下錦衣獄。夢陽在〈離憤〉詩組

中敘述此時的心情，吐露「十步九回頭，淚下如流泉」之悲痛，並指責逆閹是「虎

狼夾衡軛，狐狸草間走」，自己只能徒嘆「訛言方蝟興，君子慎其始」的感慨。

夢陽入獄之後，其兄孟和與內弟左國玉四處奔走，尋求營救方法。李夢陽在〈左

舜欽墓志銘〉中提及內弟為自己奔走的辛苦及說服康海救己之過程： 

 

  前余罹首禍黜還，尋被鉤織，械繫北行，厥勢雷轟山崩，人人自保，竄匿

若將及之。舜欽獨力疾從，酷暑無晝夜行飢渴，蓋是時，瑾威權熾矣，顧

頗獨禮修撰康海敬之，於是舜欽為書上康子，累數十百言，其大要有四：

言瑾持天下衡，必不以私怨殺人，一；又為天下惜才，必不忍殺李子，二；

又康子必匡瑾以古大臣之業，三；又康李義交也，即為之死諍不為過，四。

康子為斂容。 

 

張治道在〈翰林院修撰對山康先生狀〉中亦提及此事經過： 

 

      是時瑾怒吾鄉戶部郎中李夢陽，蓋以夢陽為主事時，尚書洪洞韓文卒諸大

臣劾瑾等專恣擅權，而彈文出夢陽手，朝廷怒罷諸大臣夢陽官。後瑾居司

禮，忌前彈文，以他事奏下錦衣獄，欲致之死，人情忷忷，莫敢拯救。夢

陽自獄中傳帖甚急，曰：「對山救我！」編修何柏齋謂眾人曰：「康對山若

往瑾救之，獻吉可活也！」人以是語先生，先生曰：「我何惜一往而不救

李耶？」6 

 

兩造記載雖略有出入，然康海往救夢陽之事卻如一。根據〈翰林院修撰對山康先

                                                 
6 引自〔明〕張治道撰，〈林院修撰對山康先生狀〉，收入《明文海》卷 433，（臺北：臺灣商務
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 1458，頁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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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狀〉所言，康海乃針對「瑾好名」之弱點而以詭言說之：將李夢陽之文章與劉

瑾之功業同列名為古今希少之關中三才，若殺夢陽則關中少一才。劉瑾在康海的

恭維之下，明日便上奏赦免李夢陽，夢陽因而獲釋出獄，這是夢陽從官以來的第

三次下獄。在夢陽從官至此的十年之中，夢陽已三度下獄，夢陽在〈下吏〉一詩

前言提到「弘治辛酉年（西元 1501年）坐榆河驛倉糧，乙丑年（西元 1505年）

坐劾壽寧侯，正德戊辰年（西元 1508年）坐劾劉瑾等封事」，詩中發抒了難以排

解的憂憤： 

 

      十年三下吏，此度更沾衣，梁獄書難上，秦庭哭未歸。 

      圍牆花自發，鎖管燕還飛，況屬炎蒸積，憂來不可揮。 

 

此次下獄的經歷，激發李夢陽文學創作的一波高潮。辭賦創作也不例外，畢萬忱

等著，《中國歷代賦選—明清卷》中認為：「〈疑賦〉、〈鈍賦〉、〈思賦〉、〈述征賦〉、

〈省愆賦〉五賦具體內容不同，描寫視角各異，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即都觸及到

當時的弊政和個人仕途遭受的挫折、打擊，由此可以斷定五賦是同時期所作。」

7這些與李夢陽個人遭遇深相緊繫的賦作，也是李賦中最具價值的作品。 

 

正德五年（西元 1510 年）劉瑾伏誅，夢陽才再度被起用為江西按察司提學

副使。經過了三年的沉潛，再度被起用，夢陽於江西展現了許多的政績，〈李空

同先生年表〉敘述夢陽因忠直被薦為江西按察司提學副使時之作為： 

 

      公益勵風節，慨然有孟博澄清之志，作〈述征賦〉以行，至則修白鹿、旴

江書院，為文立石。慕紫陽遺風，聚士其中，豐餼嚴約，闡明經義，至者

千人。又於各鄉立社學，以教民間俊秀，所以養蒙斂才，視昔為備矣。 

 

在《江西通志》中詳細載明他在江西時之學政，對於縣學方面：夢陽為上饒縣儒

學增學舍，並充拓南豐縣儒學、提議改建鉛山縣儒學，並議遷德化縣儒學。在書

院方面：不僅如上所述整修白鹿、旴江兩書院而已，同時亦陸續重建金川、草堂、

                                                 
7 畢萬忱等著，《中國歷代賦選—明清卷》，（江蘇：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 1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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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鵝湖等書院，為書院作文立石亦多篇章流傳。除了整修縣學、重建書院外，

夢陽亦修葺褒忠祠、陳司徒祠，清復陶靖節墓之故址。這些針對文化方面大規模

的建設，展現了李夢陽強烈的企圖心，他以提學副使之職，為國家蓄才、為士人

養氣，這種種建設都使江西人民感懷於心，故《江西通志》卷一百八提及「督學

名臣祠」，夢陽即與其師邵寶並祀；南昌並曾存「崆峒祠」祭祀李夢陽，今雖已

廢，但李夢陽在江西從政短短三年間，其所受之愛戴當可以想見。《江西通志》

卷五十八言及夢陽： 

 

      李夢陽，字獻吉，慶陽人，弘治進士，官江西提學副使。振作士氣，風教

大行。淮王府校與諸生爭，夢陽笞校，王怒，奏之未下。巡按御史江萬實

亦督責諸生，夢陽手鋃鐺，率諸生往鎖之，萬實走免，而淮王奏適下，遂

以冠帶閒住，江右士子至今思之。8 

 

李夢陽在江西任官，特別強調民間教育與讀書風氣外，更對士風有舉足輕重的影

響，身為提學副使，他對於諸生愛護有加，卻也因此樹敵不少，造成日後冠帶閒

住而去職。《明史》提及與夢陽交惡諸人： 

 

      令甲，副使屬總督，夢陽與相抗，總督陳金惡之。監司五日會揖巡按御史，

夢陽又不往揖，且飭諸生毋謁上官，即謁，長揖勿跪。御史江萬實亦惡夢

陽。淮王府校與諸生爭，夢陽笞校。王怒，奏之，下御史按治。夢陽恐萬

實右王，訐萬實。詔下總督金行勘，金檄布政史鄭岳勘之。夢陽偽撰萬實

奏章劾金疏以激怒金，并搆鄭岳子沄通賄事。寧王宸濠者浮慕夢陽，嘗請

撰〈陽春書院記〉，又惡岳，乃助夢陽劾岳。萬實復奏夢陽短，及偽為奏

章事。參政吳廷舉亦與夢陽有隙，上書論其侵官，不俟命逕去。詔遣大理

卿燕忠往鞫，召夢陽，羈廣信獄。諸生萬餘為訟冤，不聽。劾夢陽陵轢同

列，挾制上官，遂以冠帶閒住去。9 

 

                                                 
8 〔清〕謝旻等監修、〔清〕陶成等編纂，《江西通志》卷 58，（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 515，頁 44。 

9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下冊，卷 286，頁 1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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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明史》這段記載，當時與李夢陽有隙者，至少就有總督陳金、御史江萬實、

淮王、參政吳廷舉幾人，依照《明史》之言，夢陽係因偽撰奏章，加上藉著寧王

勢力陷人入罪，而被劾「陵轢同列、挾制上官」的罪名，最後被處以冠帶閒住去

職的處分。閒住是明代對官吏的一種處置，指免去官職，令其家居。這樣的處置

對夢陽而言雖免去了禁錮的牢獄之災，但對個人外在聲譽及內在心理所造成的傷

害卻是同等的。《明史》的記載較為簡略，《明武宗實錄》卷 112對於夢陽在江西

被劾舉之過程有較為詳細之敘述： 

 

      初，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禁諸生迎謁上司，且令勿跪，又廢五日聚揖察院

例，遂與巡按御史江萬實有隙。淮府校卒有與諸生忿爭者，夢陽治之，為

淮王所奏，下萬實按狀。夢陽欲脅萬實，遂互相訐奏，俱下總制都御史陳

金。金檄左布政使鄭岳勘之，夢陽恐金直萬實，偽作萬實劾金奏章以激怒

金。又欲脅岳，執其親信吏，令報岳子沄與諸吏交通，納賄至數百兩。時

寧王助之，即以岳事奏聞而囚沄，掠治不已。10 

 

夢陽又常私諸生，欲於例外多復其家，與民訟者，不論曲直，輒右之，以

是與參政吳廷舉有爭。而吉安之府劉喬亦為所挫辱，不能堪，喬乃求夢陽

短，白萬實并偽為奏草事，俱奏之。萬實既掣肘，即謝病去。廷舉亦奏夢

陽侵奪執掌，尋乞休，不俟命下，亦去。夢陽復切齒喬廡得其受賕事，累

疏劾之，是時諸司皆畏夢陽恣雎，金亦以軍前多事不暇，請以各奏詞併付

巡撫都御史任漢及紀功給事中黎奭等勘理。漢等顧慮，終不決。於是給事

中王爌言江西當群盜縱橫之時，各官不能協濟時艱，乃逞其私忿，自相搏

噬，有傷風化，乞特遣官究治其罪。乃命大理寺卿燕忠往，會奭按之，至

是，忠等奏報：岳、喬贓私有實跡；夢陽欺凌僚屬、挾制撫按，皆宜罷黜；

廷舉論事過當，擅離職任，罪次之。又劾金臨事託避；漢中立不決；萬實

奏詞半誣；布政使黃瓚、按察使王秩、僉事李淳等，承勘遷延，亦具宜罪。

都察院議覆詔：黜岳、喬為民；夢陽冠帶閒住；奪廷舉俸一年，瓚、秩、

                                                 
10 〔明〕費宏等撰，《明武宗實錄》，（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 112，頁 

2280-2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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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各半年，金等俱宥之。11 

 

夢陽素有才名，然剛愎險薄，好與人爭，又藉王府以報讎，由是得罪公議，

無復有齒錄之者。萬實後以考察去官，禍亦始此云。12 

 

由《明武宗實錄》第一段可知李夢陽與御史江萬實、淮王、鄭岳、寧王之互動，

簡而言之，在《實錄》的描寫中，的確營造出夢陽「剛愎險薄、好與人爭」的印

象，更惹人爭議的是還「藉王府以報讎」，陷鄭岳入罪，並偽造奏章，雷禮《國

朝列卿記．鄭岳行實》即批評「夢陽以藉威逞私，附勢誣善，士論不齒。」，13李

夢陽誠然被形塑成一名僅僅為逞私忿，不惜偽造文書、陷人入罪，既刻薄又跋扈

之官員。然而就夢陽之前監商之嚴厲不得通融、上疏孝宗之慷慨陳辭、為韓文起

草除閹之勇氣，以及後來使得「江右士子思之」之政績，讓人不禁懷疑這樣的指

控有其可議之處。14李夢陽對此一連串之指控，在《空同集．與何子書》中一開

頭便說道：「勘官以送門子、造偽章二事，與我無干⋯⋯，僕此一言一動，悉為

仇者所搜羅：江御史搜羅者二，吳廷舉者二，淮人者三⋯⋯。」在〈奉邃菴先生

書〉中亦將經過傾訴恩師： 

 

⋯⋯輒上一書者，以物議未白，為門牆羞也。今送門子、造偽章事，勘官

勘咸有下落，無我干矣。人人稱慶以為天道至公，而勘官心乃不悅，乃淮

人奏我事咸勘實，江奏我事咸勘實，吳奏我又咸勘實，而我奏江與劉喬事

則咸勘我虛，揚言曰：不如此無以塞科道之口，而快其心。某謂前二事既

明白，諸亦聽之而已，不復與之辯，而勘官猶云：中之不深。乃於勘文外，

                                                 
11 〔明〕費宏等撰，《明武宗實錄》，（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 112，頁

2281。 
12 〔明〕費宏等撰，《明武宗實錄》，（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 112，頁

2282。 
13 〔明〕雷禮纂輯，《國朝列卿紀一六五卷》卷五十二，（臺北市：明文，1991年），頁 036-088。 
14 大陸學者王公望已有一系列之考察，見王公望著，〈李夢陽生平若干史實的考索辨誤〉，《社科
縱橫》，1996年第 3期，頁 35-41。及〈李夢陽生平考辨二題〉，《蘭州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
學版，1997年第 2期，頁 22-26。根據王公望檢索《明史》、《明實錄》、《國榷》、《罪惟錄》等
相關史籍，及明人文集，王公望認為：「《明實錄》所言，以『陵轢同列，挾制上官』指劾李夢

陽，顯然與客觀事實不相符」，並指出「李夢陽在江西任上被舉劾，主要是臺、使尋隙，同官

群起攻訐所致。」本文以下相關論述，係整理王公望之說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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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文各府縣，廉我陰事，某自保曾參決不殺人，料亦無事可廉也，即有之，

不過害我作官耳，必既不能害我作人，他非所憂矣！某自沾馥以來，廿年

於茲矣，恆懼玷點名教、愆違訓旨，每以不欺師君，實不以死生富貴動心，

法希文而纜轡澄清，則欲效孟博之為，不意世莫我知，百犬吠聲，千人傳

虛，凡所振紀綱、攝權貴、興禮教、作士氣，起廢舉墜、拔冤伸枉、植善

鋤強，皆置不說，而妒者目為生事，異者倡為尚氣，仇者指為奸邪，私者

誣為善訐，排者劾為不謹。 

 

在此致恩師之書信中，夢陽慷慨陳詞，言語悲憤，一方面慚愧自己動輒獲咎，為

師門帶來羞辱；一方面又強調自己絕對未曾陷人入罪，更不曾偽造奏章，引文末

形容自己當時的處境：「百犬吠聲，千人傳虛，凡所振紀綱、攝權貴、興禮教、

作士氣，起廢舉墜、拔冤伸枉、植善鋤強，皆置不說，而妒者目為生事，異者倡

為尚氣，仇者指為奸邪，私者誣為善訐，排者劾為不謹」，無奈至極。何景明亦

曾為夢陽事上書楊一清，其《大復集．上楊邃菴書》中提到： 

 

      今有操獨行，秉廉節而干眾惡，負集毀若李夢陽者，明公在上，何可少加

察而一援之也。夫僕於陽，非敢謂其無過也，自崇而弗下人，太任而弗識，

時多憤激之氣，乏兼容之量，昧致柔之訓，犯必折之戒，此其過也。若其

飾身好修，矜名投義；見善必取，見惡必擊；不附炎門，不趨利徑；處遠

懷不招之恥，處近執莫麾之勇；在野有兔罝之武，在公著素絲之直，立志

抗行，秉心陳力，咸可尚也。15 

 

如何景明所言，李夢陽飭身好修，潔身自持，但捲入是非並非無過，其過便在於

「自崇而弗下人，太任而弗識，時多憤激之氣，乏兼容之量」，與人爭，便依理

直行，見惡必擊，嫉惡如仇，故樹敵不少，攻訐非難亦起。何景明進一步分析諸

多官吏貪污納賄、詭避行私，當權者卻置之不問，獨獨針對李夢陽之原因：  

 

                                                 
15 〔明〕何景明著，〈上楊邃菴書〉，《大復集》卷 32，（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
淵閣《四庫全書》本），冊 1267，頁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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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習於茍同而畏異己，溺於混濁而非獨清，便於相容而憚弗群，務為蔽闇

而忌太白。故當事謂之橫，伐奸謂之訐，建樹謂之標己，振勢謂之輕事。

16 

 

這一段話反映了當時官場之黑暗，官員習於茍同而排除異己，自己習於污濁，卻

不許他人清高，這是多麼不堪的官場文化，無怪乎李夢陽要藉著〈疑賦〉問問上

天，為何如此黑白不分？ 

 

      盜跖橫行，回憲則貧；上官尊榮，原隕厥身。直何以仇，佞何以親？彧何

以顛，操何以振？飛何以屈，檜何以伸？西子何惡，嫫母何姝？乘黃瘠弱，

御者駘駑；舍彼靈明，溺任胡塗；皎皎者忌，憐彼濁污。水清奚無魚，而

泥淖以成良畬？ 

 

盜跖橫行霸道，顏回、原憲卻卻貧苦終生；上官子蘭尊貴榮華，屈原卻被放逐投

江；捨棄靈巧聰明之輩，卻任用一些糊塗之人，猜忌正直清白之人，反而喜愛那

些貪污不法之徒？是非曲直，真理公義全部被倒置了，這些正是李夢陽最悲沉的

提問。 

 

終究夢陽仍然被處以閒住去職，背上「欺凌僚屬、挾制撫按」的罪名，其實

這原本是官員之間有嫌隙，致使同官群起攻訐之事，夢陽卻因偽造奏章、陷鄭岳

父子入罪二事而加罪。關於偽造奏章一事，《明武宗實錄》提及：「吉安知府劉喬

亦為所挫辱，不能堪，喬乃求夢陽短，白萬實并偽為奏草事，俱奏之」；17王頌

蔚《明史考證攈逸》亦有辨正，於〈李夢陽傳〉條下按：「是時，吉安知府劉喬，

嘗為夢陽所挫辱，乃求夢陽短，及偽為奏草事，白萬實令奏之。」18另《罪惟錄．

李夢陽傳》提及：「⋯⋯適太守劉喬奸有贓，既擅死一諸生，夢陽持之急，因偽

為奏草，託御史萬實之劾都御史金者，故露之，謂夢陽所代作，以怒夢陽於萬

                                                 
16 〔明〕何景明著，〈上楊邃菴書〉，《大復集》卷 32，（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
淵閣《四庫全書》本），冊 1267，頁 284。 

17 〔明〕費宏等撰，《明武宗實錄》，（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 112，頁
2281。 

18 〔清〕王頌蔚著，《明史考證攈逸》，（台北市：學生書局，1968），頁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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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19以上紀錄都顯示了偽為奏章者，當為劉喬，而非夢陽。至於夢陽藉

寧王宸濠勢力逼迫鄭岳罷官，並構其子通賄一事，《罪惟錄．李夢陽傳》記載：「寧

王濠，每常託詩文與夢陽交懽。心知夢陽不平岳，執岳門下人入府中拷治，踪跡

岳平日奏之，並飾其子泓通賄狀，囚泓。」20由此可知，陷鄭岳入罪及構鄭泓通

賄罪狀之事，乃寧王為討好夢陽而為之，且寧王之前即對鄭岳不滿，雷禮《國朝

列卿紀．鄭岳行實》：「宸濠奪民田，以億萬計，民立寨拒守，濠諷總制，剿以兵。

三司無敢言者，岳曰：『是皆良民，不得已為自全計耳，何可兵！』濠聞之，大

恨。」21宸濠只不過藉夢陽事，羅織罪名對付鄭岳，然而夢陽卻背上仗勢欺人之

罪狀。 

 

夢陽被處以閒住後，正德十四年（西元 1519 年）六月宸濠謀反，卻又辭連

夢陽，叛亂平定之後，御史周宣劾夢陽黨逆，據《明世宗實錄》之說法，周宣劾

夢陽： 

 

  ⋯⋯李夢陽深情厚貌，陰比宸濠，忌布政使鄭岳之秉正不回，則假其事而

設傾危之穽，嫉御史江萬實之預防奸孽，則煽其黨而開族群之端，致使大

獄，株連累歲不決，其罪不減於劉養正、李士實（寧王宸濠叛時，授二人

以軍師、國師之職）⋯⋯請並逮治，以懲不忠。22 

 

周宣劾夢陽之罪狀，以為其與助寧王謀反之軍師一般，是為不忠。主要著眼點仍

在於夢陽借宸濠之勢誣陷鄭岳一事。《國榷》卷四十九，武宗正德八年十一月下，

談遷評論此事曰： 

 

李夢陽才傾一代，未免過於自負。廣信之獄，失之凌競。然持師儒之體，

絕脂韋之風，要未可盡疵之也。世以鄭岳敗官，夢陽藉逆濠中之，夫夢陽

而愚人也則可，夢陽而少知自愛，彼惡已彰，即未匿自避，肯藉其鉗網以

                                                 
19 〔清〕查繼佐著，《罪惟錄》，（台北： 藝文印書館，1965），頁 1397。 
20 〔清〕查繼佐著，《罪惟錄》，（台北： 藝文印書館，1965），頁 1397。 
21 〔明〕雷禮纂輯，《國朝列卿紀一六五卷》卷五十二，（臺北市：明文，1991年），頁 036-087。 
22 〔明〕張居正等撰，《明世宗實錄》，（京都：中文出版社，1984年），卷二，頁 7475-7476。 



第二章  李夢陽傳述 
 
 

 

31

 

陷人乎哉？逆濠自陷岳，翹其名于夢陽，曰：『我為天下惜才。』奸人之

雄，往往如此。予讀《實錄》，竊謂夢陽扼腕云。」23 

 

谷某亦曰： 

 

李夢陽之劾已壽寧侯張鶴齡也，言論風采，震動天下矣。當是時，事關宮

掖，左右之人慮無不欲殺夢陽者，而夢陽不為禍怵、不為威懾，故其人豈

肯倚宸濠者哉？即其抗師儒之節、振士子之氣，曰：「公奉敕治兵，余奉

敕治諸生。」非是自負，要所以全國體也。且夢陽才名一代，宸濠故陰藉

夢陽已自翹其名耳，乃世謂鄭岳之敗，夢陽借宸濠中之，嗚呼！盲者眩于

五色，未可與較黑白矣。24 

 

針對周宣之劾，幸賴大學士楊廷和、刑部尚書林俊營救得免。根據〈李空同先生

年表〉所記載，林俊認為：「夫李獻吉有何罪？不過人妬其文名耳。」李夢陽閒

住去職之後，本有隱居之意，後即歸返大梁家居，期間雖亦有大臣數次論薦，仍

未被起用，宦旅生涯正式宣告結束。餘生皆與朋友弟子詩文交遊，射獵於山水之

間，專心致志於寫作。25 

 

 

 

 

 

第四節  作品評介 
 

李夢陽一生的文學著作豐富，根據李開先之所作之〈李崆峒傳〉，李夢陽在

世時，其詩文已有單刻本，再加上去世之後，後人刊刻之作品，計有： 

 

                                                 
23 〔清〕談遷著，《國榷》卷四十九，（臺北市：鼎文書局，1978年），頁 3053。 
24 〔清〕談遷著，《國榷》卷四十九，（臺北市：鼎文書局，1978年），頁 3053。 
25 李夢陽一生行跡，見於附圖一，此簡圖雖未盡完整，但可見其大要。圖片取自於譚其驤主編，
《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七冊－元、明時期，（上海：地圖出版社，1982年），頁 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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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崆峒集》二十一卷本 

《弘德集》三十二卷本 

《拘敘集》（今已亡佚無可考據） 

《結腸集》（今不復見，但存殘篇） 

《嘉靖集》一卷本 

《晞陽子集》（今已亡佚無可考據） 

《空同子》八篇 

《空同集》六十三卷 

 

今可見者有：《崆峒集》、《弘德集》、《嘉靖集》。另李開先〈李崆峒傳〉中曾提到

有詩集《結腸集》及《敘拘集》、《晞陽子集》傳世，但皆已亡佚。李夢陽於嘉靖

七年（西元 1528年）將一生所寫之詩文整理芟刪修訂後，取名《空同集》。由於

《空同集》目前尚未有點校本，國內可資取得者，惟影印本、善本書、微縮資料

三種，名稱大同小異，或曰《空同集》、《空同子集》或是《空同先生集》，內容

大約相同，惟編排方式稍異，或為六十三卷、或為六十四卷、或為六十六卷。26

李夢陽死於嘉靖八年（西元1529年），生前將親手編彙的文稿交與弟子黃省曾付

梓，黃省曾之序文稱成書於嘉靖九年（西元1530年），但此刻本今已不復見，今

所存最早刊本為明嘉靖十一年（西元 1532 年）鳳陽知府曹嘉刊本，此本為夢陽

卒後，其甥曹守禮於嘉靖十年（西元 1531 年）刻於鳳陽之版本，即今可見最早

之六十三卷全集。但要論最完整者，即《中國善本書提要》所言「此本為校輯群

本而成，較嘉靖間各本為獨備，故《四庫全書》即據以著錄」27的萬曆三十年鄧

雲霄長洲刊本《空同子集》，此書不僅「較舊本新增篇什，均題『補錄』二字」，

28並將作品重新整理分類，加入《空同子》八篇，成為六十六卷本，其書前有目

                                                 
26 根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上海：上海古籍，1989-1998
年）之紀錄，李夢陽之全集的後人刊刻版本，名稱及卷次獲有不同，計有：《空同集六十三卷》、

《空同先生文集六十三卷》、《空同先生集六十三卷》、《空同集六十四卷》、《空同子集六十六卷

目錄三卷附錄二卷》、《崆峒集六十六卷目錄三卷》六種版本。後並有刊刻選本，計有《空同詩

選》、《空同精華集》、《李獻吉詩選》幾種。 
27 王重民著，《中國善本書提要》，（上海：古籍，1983年），頁 579。 
28 王重民著，《中國善本書提要》，（上海：古籍，1983年），頁 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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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三卷，書後增墓誌銘、年表、傳記及時人與之交遊作品，成為附錄兩卷，成為

現存最完整的版本。本文引用賦篇文本即以現存最早的鳳陽知府曹嘉刊本為底

本，並與長洲刊本對照，詳見附錄二。 

 

《空同集》內容方面，賦作共收錄 35篇；詩作方面，根據簡錦松於《明代

中期文壇與文學研究》之統計，計：詩經體 15首、古樂府 129首、五言古詩 410

首、七言古詩 200首、五言律詩 589首、七言律詩 353首、五言絕句 148首、七

言絕句 329首、六言詩 10首，合計 2183首，29可謂各體俱備。而其他的作品，

根據筆著的統計，以序文最多，共計 81篇；雜文次之，有 74篇，雜文形式極為

駁雜，包含：說、論、敘、跋、文、銘、贊、箴、戒、頌、辭、誄、對、解、字

義十五種；墓志 37篇；碑文 25篇；祭文 18篇；其他有書 28篇；記 21篇；族

譜 6篇；傳 6篇；狀疏 4篇；上書、行實各 1篇。此節將針對辭賦以外的作品加

以概述。 

 

一、詩作 
 

詩在李夢陽的作品中佔了非常重要的部分，前已述及夢陽作詩各體皆備，從

詩經體的四言詩、古樂府詩、五七言古詩、律詩、絕句、雜言詩均有作品，其數

量之多、取材範圍之廣、風格之多樣，都是奠定其復古運動地位領導人的重要因

素。 

 

在六十三卷的曹嘉刊本《空同集》中，對夢陽的詩作僅以體例分類，到了後

來的刊本，已對於各種體例詩作之下再加以分類，例如：「五言古詩」便依照性

質的不同分為：感述、贈寄、紀懷、悲悼、詠物、游覽、雜詠、大禮、懷古、時

序幾類；或依其仿效之風格分為：效李白體、效陶體、效唐初體、效長慶體、雜

體等等。雖然每種體例的分類或有不同，但同樣的特徵皆是內容以「感述」和「贈

寄酬答」為最多。感述類詩作反映夢陽個人的生平遭遇，而贈寄酬答類的作品則

與夢陽之交遊息息相關。夢陽樂府詩學兩漢，五言古詩學漢魏，七言歌行兼學盛

                                                 
29 簡錦松著，《明代中期文壇與文學思想研究：自成化至嘉靖中期(一四六五-一五四四)》，（臺北：
臺大中文所博士論文，1987年），頁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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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諸家，七律則主要學杜甫，夢陽對這幾種體裁用力極深。由於數量眾多，以下

行文依照詩經體、樂府歌行、古詩、律詩、絕句之順序，分述其代表作及特色。 

 

（一）詩經體 

     

《空同集》卷四收錄了 15 首效法《詩經》的篇什，後世選夢陽詩者，皆略

過不提，原因無他，此卷之詩在形式上完全臨摹國風及大雅、小雅中的篇章，若

不看詩前序文，實無從辨別差異，這些詩缺乏創造性，故文學價值不高，純粹是

刻意復古而產生的作品，其中較值得一提的，是以模仿古代詩作來諷刺現實、抨

擊時弊的作品，如模仿《尚書．五子之歌》中的歌謠而作的〈效五子之歌〉： 

 

      大禹曰：咨咨太康，女何樂于田，十旬弗返，百姓離逖，女厥緒用殄。洛

汭湯湯，流于冀方，曷歸曷歸，我心憂傷。 

      大禹曰：咨咨太康，敬哉有土，毋荼毒下民，毋曰民小，毋我崇尊，天自

我民明威。 

      大禹曰：咨咨太康，天命難忱。慎德者昌，維帝克堪，奄有萬方，乃罔攸

序，上帝殛罰女。 

      大禹曰：咨咨太康，毋遊于盤，毋荒于田，毋小人是庸，嗜貨靡不顛，毋

曰：予一人天下，予何天方降爾瘥。 

      大禹曰：咨咨太康，彼曰不臧，是謀是從，此曰既經，是戾是戕，不念爾

祖，獨不念爾土？嗚呼，敬哉，敬哉！天罔私騭女。 

 

此詩前小序曰：「五子歌，正德年效作」。前文已述及，明孝宗死後，由明武宗繼

位，武宗在位時，「八虎」為了掌權，導武宗沉湎逸樂，不問朝事，終日修宗殿、

覓女色、巡狩畋獵，極盡聲色犬馬之樂，於是「八虎」亂政，民不聊生，天災流

寇並起。李夢陽作〈效五子之歌〉，借大禹之口，告誡武宗「毋遊于盤，毋荒于

田，毋小人是庸，嗜貨靡不顛」，停止這種荒淫無度的生活，「不念爾祖，獨不念

爾土？」若繼續聽信小人之言，沉湎逸樂，將落得「上帝殛罰女」的下場！諷勸

武宗摒棄荒嬉生活，遠離小人的主題，於賦作中亦有所發揮，容後再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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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反映朝政之外，如：〈我出城闉〉則是如實反映出社會民生疾苦的作品： 

 

      我出城闉，浩浩其流。我車我馬，登彼方舟，昔也長薄，乃今舟之。滔滔

彼塗，昔也疇之。 

      嗚呼蒼天，雨無其極，淤我良田，浥我稼穡。賣牛買船，賣鉏買楫。夕之

朝之，濟有深涉。 

      彼負者子，涉寒號咷。彼輦者子，陷泥中濤。彼車者子，馬顫濡毛，彼往

來者誰子，冠蓋而遊遨。 

 

〈我出城闉〉詩前小序云：「我出城闉，閔水也。嘉靖甲申秋，久雨水湧，陸地

行舟。」這首詩模仿《詩經》國風手法，描寫水災帶給人民的一場巨大災難，末

段則層層遞進，由負→輦→車，最後卻留下一個疑問，那「往來者」究竟是誰？

竟能在水災時「冠蓋而遨遊」？答案顯而易見，自然是那些達官顯要、驕貴之人，

對照於賣牛買船、賣鉏買楫的可憐百姓們，其諷刺意味相當濃厚。不可諱言，李

夢陽在創作這些詩經體四言詩時，的確有其「句擬字摹，食古不化」的一面，但

他畢竟是在恪遵「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罔襲其辭」文學主張下創作，

故這些刻意擬古的作品仍然有舊瓶裝新酒的新意，也有與文學理論相呼應之意

義。 

 

（二）樂府 

     

「樂府」由官府的名稱演變成今日為人熟知的一種詩歌體裁名稱後，連後代

文人學習這些作品所產生的新作品，也稱為「樂府」。「樂府」和一般詩歌的區別

在於它是配合音樂所作的，但後代所謂的樂府詩卻也包括了和音樂無關的作品。 

 

後代仿作樂府詩，也有幾種不同的情況，依照褚斌杰《中國古代文體學》之

說法，大約分為三類：「第一，按照樂府舊的曲譜，重新創作新辭，性質上還是

入樂的。第二，由於舊譜的失傳，或由於創作者並不熟悉和重視樂曲，而只是沿

用樂府舊題，模仿樂府的思想和藝術風格來寫作的，實際上已不入樂。第三，連

舊題也不襲用，而只是仿效民間樂府詩的基本精神和體制上的某些特點，完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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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新題和新意，當然它也是不入樂的。」30這三類當中，以第二類為最常見，李

夢陽《空同集》中所存 129首古樂府詩，亦多屬於此一類。李夢陽的古樂府作品

包含琴操、楚調歌、鐃歌曲、短調歌、雜調曲、古調歌幾種，其寫作型態如同詩

經體，依然承襲舊題，但在內容上翻新，對世局加以諷刺，以〈內教場歌〉為代

表： 

 

  雕弓豹鞬騎白馬，大明門前馬不下。徑入內伐鼓，大同耶？宣府耶？將軍

者許耶？ 

  武臣不習威，奈比四夷。西內樹旗，皇介夜馳。鳴砲烈火，嗟嗟辛苦！ 

   

〈內教場歌〉詩前小序曰：「內教場歌者，李子紀時事而作者也，帝自將練兵於

內廷。」陳田《 明詩紀事》於〈內場教歌〉後詳細敘述此事： 

 

      田按：正德六年，畿內賊起，京軍不能制，調邊兵，大同游擊江彬因錢寧

召見。彬狡黠強狠，談兵帝前，帝大悅，擢都指揮僉事，出入豹房，同臥

起。盛稱邊軍驍悍，於是調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軍，號外四家，

縱橫都市中。每團練大內，間以角觝戲，帝戎服臨之。八年，命許泰領敢

勇營，彬領神威營。賜彬國姓。彬復薦萬全都指揮李琮，陜西都指揮神周

勇略，召侍豹房，同賜姓為義兒，建義子府，又設東西兩官廳於禁中，視

團營。領以泰等四人，號義子四鎮軍。帝自領群閹善射者為一營，號中軍。

晨夕馳逐呼譟，聲達九門，甲光照宮苑。空同〈內教場歌〉紀其事也。31 

 

之前已提過武宗喜好逸樂，正德六年，武宗將興趣投向於軍事，京畿賊起，武宗

於是聽信小人之言，將駐邊的鎮軍調回京畿，並於大內團練，進行角觝戲（即今

日之摔跤競賽），而武宗皆著戎服觀賞，這又是一齣為了滿足武宗軍事欲望所演

出的鬧劇，邊軍的職責是守邊，英宗時的土木堡事件未能讓武宗感到教訓，竟然

將邊軍調至大內「晨夕馳逐呼譟，聲達九門，甲光照宮苑」，李夢陽此詩即點出

                                                 
30 褚斌杰著，《中國古代文體學》，（台北市：台灣學生，1991年），頁 113。 
31 〔清〕陳田輯，《明詩紀事》，（上海：上海古籍，1993年），頁 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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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之荒謬，發出一連串的疑問：「軍隊到了京城的大明門前不下馬，卻徑入內

伐鼓團練，這裡是大同嗎？還是宣府呢？」武宗的荒唐可見一斑，故夢陽的諷刺

毫不留情。 

     

李夢陽的樂府詩同其仿詩經體作品一樣，仍然不脫濃厚復古色彩，此與他在

出版《弘德集》時所作的〈詩集自序〉中強調不斷追求復古的精神一貫： 

 

      ⋯⋯李子於是憮然失，已灑然醒也。於是廢近唐諸體，而為李、杜歌行。

王子曰：斯馳騁之技也。李子於是為六朝詩。王子曰：斯綺麗之餘也。於

是詩為晉、魏。曰：比辭而屬義，斯謂有意。於是為賦、騷。曰：異其意

而襲其言，斯謂有蹊。於是為琴操、古歌詩。曰：似矣，然糟粕也。於是

為四言，出風入雅。 

 

〈詩集自序〉強調「真詩乃在民間」，〈缶音序〉中亦有相似的看法。為求真詩，

李夢陽乃廢近唐諸體，不斷向更古老的詩體裁學習、創作，故留下被後世視為模

擬剽竊的一系列作品。這些作品由於題目、字句上的相似度極高，於是隱藏於其

下所反映的史實和諷諫功能相對而言便被忽略了。 

 

（三）古詩 

     

《空同集》中所存五言古詩 410首、七言古詩 200首，數量相當可觀。徐師

曾〈文體明辨序說〉認為五言古詩：「至論其體，則劉勰所云：『五言流調，清麗

居宗』是也。」32又言七言古詩：「其為則也，聲長字縱，易以成文，故蘊氣琱

辭，與五言略異。漢、魏諸作，既多樂府，唐代名家，又多歌行；故此類所錄無

幾。然樂府歌行，貴抑揚頓挫，古詩則優柔和平，循守法度，其體自不同也。」

33《明詩選》引李舒章言曰：「獻吉以雄厚之思，發清剛之氣，如華岳秋高，奇

雲秀彩，變動不竭。古詩、樂府純法漢、魏，下及阮、謝，無不神合。」34沈德

                                                 
32 〔明〕徐師曾著，〈文體明辨序說〉，《文體序說三種》，（台北市：大安，1998年），頁 55。 
33 〔明〕徐師曾著，〈文體明辨序說〉，《文體序說三種》，（台北市：大安，1998年），頁 56。 
34 轉引自〔清〕陳田輯，《明詩紀事》，（上海：上海古籍，1993年），頁 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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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明詩別裁》論及夢陽古詩：「空同五言古宗法陳思、康樂，然過於雕刻，未

極自然。七言古雄渾悲壯，縱橫變化。」35夢陽所作五言古詩中，以〈衛上別王

子〉為例： 

 

      晨風應候至，雞鳴各嚴車，我今游宋中，子當旋舊閭。僕夫理前綏，轅馬

悲鳴趨，一別阻秦周，相望萬里餘，首春霜露重，厚汝征衣襦，昔為同袍

士，今在天一隅，故者日以遠，疇能察區區。 

 

此贈別詩將時間與空間交錯，將對過去的懷念、今日的不捨以及明日時空阻絕情

意的一種擔心，以現在→過去→現在→未來呈現，將讀者的思緒不斷的移轉，三

個時間點感受最強烈的，當是「雞鳴各嚴車」、「轅馬悲鳴趨」的當下，回憶過去

的思緒，又被拉回現實分離的依依情緒之中，因而造成一種揮之不去的傷感，春

霜露「重」，「厚」汝征衣，雖然寫的是天氣，是衣物，卻也隱含著作者濃厚的情

意。 

     

七言古詩大抵上是後人認為李夢陽詩作中成就最高者，而其中精華則是七言

歌行，原因就在於七言歌行較少受到古法的束縛，模仿的痕跡亦較不明顯。王世

貞《藝苑巵言》卷六言：「歌行之有獻吉也，其猶龍乎？」36馬星冀《東泉詩話》

亦云：「北地七言歌行最為擅場，如〈漢京篇〉、〈去婦詞〉、〈土兵行〉，皆有杜陵

之風。」37其中以〈土兵行〉評價最高： 

 

      豫章城樓飢啄烏，黃狐跳踉追赤狐。北風北來江怒湧，土兵攫人人叫呼。

城外之民徙城內，塵埃不見章江塗。花裙蠻奴逐婦女，白奪釵鐶換酒沽。

父老向前語蠻奴，慎勿橫行王法誅。華林桃源諸賊徒，金帛子女山不如，

汝能破之為汝欲，犒賞有酒牛羊豬，大者升官佩綬趨。蠻奴怒言萬里入爾

都，爾生我生屠我屠。勁弓毒矢莫敢何，意氣似欲無彭湖。澎湖翩翩飄白

                                                 
35 〔清〕沈德潛、周準選，《明詩別裁》，（台北市：台灣商務，1978年），頁 66。 
36 〔明〕王世貞著，《藝苑巵言》，見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台北市：木鐸，1983年），
頁 1047。 

37 轉引自〔清〕陳田輯，《明詩紀事》，（上海：上海古籍，1993年），頁 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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旟，輕舸蔽水陸走車。黃雲捲地春草死，烈火誰分瓦與珠。寒崖日月豈盡

照，大邦魑魅難久居。天下有道四夷守，此輩可使亦可虞。何況土官妻妾

俱，美酒大肉吹笙竽。 

 

李夢陽提學江西時，時流寇方熾，盜賊四起，於是朝廷徵調廣西少數民族軍隊（時

稱狼土兵）前往幫助平亂。然而這些軍隊燒殺擄掠，為害比盜賊和官兵更甚。但

朝廷因為要靠他們平賊，所以亦不加制止。《明史》卷 187 記載土兵為虐尤甚，

時有謠曰：「賊如梳，軍如篦，土兵如 」38，老百姓像被剝了一層又一層的皮，

直至一無所有，土兵們搶奪百姓財物，卻還能「犒賞有酒牛羊豬，大者升官佩綬

趨」、「妻妾俱」、「美酒大肉吹笙竽」，對比之下，窮苦的老百姓要面對的不只是

盜賊，還有政府的壓榨，現在還加上土兵作威作福、不畏王法，老百姓的苦難何

時方休？《明詩紀事．土兵行》下引《國史唯疑》：「江西苦調到狼兵掠賣子女，

其總兵張勇以童男女各二人送費文憲家，費發憤疏聞，請嚴禁。誦李夢陽〈土兵

行〉諸篇，情狀具見。」39土兵掠賣子女，官員甚至以此餽贈長官，宛如〈土兵

行〉真實情狀再現，由此更可見百姓命如草芥。〈土兵行〉之寫作時間約與其〈寄

兒賦〉相近，故可兩相對照。這些詩文不僅在文學上有其成就，更具有歷史文獻

的價值。 

 

（四）律詩、絕句 

    

律詩始於唐朝，有其固定的規定與格律要遵守，吳訥〈文章辨體序說〉認為：

「大抵律詩拘於定體，故弗若古體之高遠；然對偶音律，亦文辭之不可廢者。故

學之者當以子美為宗。其命辭用事，聯對聲律，須取溫厚和平不失六義之正者為

矜式。若換句拗體、粗豪險怪者，斯皆律體之變，非學者所先也。楊仲弘云：『凡

作唐律，起處要平直，承處要舂容，轉處要變化，結處要淵永，上下要相聯，首

尾要相應。最忌俗意俗字，俗語俗韻。用功二十年，始有所得。』嗚呼，其可易

而視之哉！」40對於李夢陽律詩的評價，王世貞曰：「五七言律至仲默而暢，至

                                                 
38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 1284。 
39 〔清〕陳田輯，《明詩紀事》，（上海：上海古籍，1993年），頁 1139。 
40 〔明〕吳訥著，〈文章辨體序說〉，《文體序說三種》，（台北市：大安，1998年），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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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吉而大。」41《明詩別裁》曰 ：「七言近體開合動盪，不拘故方，準之杜陵，

幾於具體，故當雄視一代。」42 

 

由於律詩對格律的注重，夢陽在創作律詩時，更是尺寸古法，以杜子美為宗。

因此，夢陽所寫作之律詩，或多或少皆有模仿杜甫的痕跡存在。甚至連題目都刻

意的模擬，如：模仿杜甫〈秋興〉而作的〈秋懷〉八首： 

 

  龍池放舶他年事，坐對南山憶往時，紫閣峰如欺太白，昆吾山自繞皇陂。

雙洲菡萏秋堪落，亂水蒹葭晚更悲，古口子真今得否，攀雲騎馬任吾之。 

 

  慶陽亦是先王地，城對東山不窋墳，白豹寨頭惟皎月，野狐川北盡黃雲。

天清障塞收禾黍，日落谿山散馬群，回首可憐鼙鼓急，幾時重起郭將軍。 

 

  宣宗玉殿空山裡，野寺霜黃鎖碧梧，不見虎賁移大內，尚聞龍舸戲西湖。

芙蓉斷絕秋江冷，環珮淒涼夜月孤，辛苦調羹三相國，十年垂拱一愁無。 

 

  苑西遼后洗粧樓，檻外芳湖靜不流，亂世君臣那在眼，異時松柏自深愁。 

      雕闌玉柱留天女，錦石秋花隱御舟，萬古中華還此地，我皇親為掃神州。 

 

      單于本意慕華風，將校和戎反劇戎，遂使至尊臨便殿，坐憂兵甲不還宮。

調和幸賴惟三老，閱實今看有數公，聞道健兒今戰死，暮雲羌笛滿雲中。 

 

      大同宣府羽書同，莫道居庸設險功，安得昔時白馬將，橫行早破黑山戎。

書生誤國空談裏，祿食驚心旅病中，女直外連憂不細，急將兵馬備遼東。 

 

      曾為轉餉趨榆塞，尚憶悲秋淚滿衣，沙白凍霜月皎皎，孤城哀笛雁飛飛。

運籌前後無功伐，推轂分明有是非，西國壯丁輸輓盡，近邊烟火至今稀。 

                                                 
41 〔明〕王世貞著，《藝苑巵言》，見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台北市：木鐸，1983年），
頁 1049。 

42 〔清〕沈德潛、周準選，《明詩別裁》，（台北市：台灣商務，1978年），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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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崑崙北極轉天河，獨馬年時向此過，渥洼西望迷龍種，突厥南侵牧橐駝。

黃花古驛風沙起，白雪陰山金鼓多，況是固原新戰鬬，居人指點說干戈。 

 

李夢陽此詩組作法同杜甫〈秋興〉一般，皆是由地名或史事起興，進而發抒自己

的感懷。〈秋興〉八首作於唐代大曆元年（西元 766年），當時杜甫 55歲。其時

安史之亂雖已結束，但吐蕃、回紇卻乘虛而入，藩鎮擁兵割據，戰亂時起，國家

仍是動蕩不安。於是便在滯留夔州期間，將自己暮年多病的苦況、關心國家命運

的深情及對昔日長安生活的懷念，結合眼前蕭森的秋景，融鑄於詩作中，寫成悲

壯蒼涼的詩組。與杜甫不同，夢陽寫作〈秋懷〉八首於弘治十八年（西元 1505

年）秋天，此時正當 34 歲的盛年，此年坐劾壽寧侯獄完結，亦正逢孝宗辭世，

武宗繼位之時。寫作〈秋懷〉詩時的背景是：「弘治一朝的清明政治使士大夫對

明王朝的前途充滿希望，武宗繼位後的稗政又預示著一場深重的危機。李夢陽當

時剛從獄中釋出，聲譽鵲起，充滿自信；但目睹時事，又不禁深深憂慮。」43夢

陽至此已歷經二次下獄，政治上渴望新王能成為同孝宗一般的明主，卻又對過去

孝宗對自己的恩惠念念不忘。然而武宗即位之後，卻又沉湎安樂，不問朝事，朝

政日敗。於是夢陽面對滄涼的秋色，不禁生出無限的感慨。廖可斌稱「這組詩觸

景生情，撫今思昔，感慨平生，繫念國事，格調沉鬱頓挫，滄涼雄渾。」44確實

切中要領。夢陽倡言復古，不僅在題材上、字句上刻意擬古，亦偏愛以古喻今，

運用豐富的隱喻，將古事與時事結合，使讀者產生讀著擬古的字句，卻能明白其

中諷刺時事的寓意，其弔古類賦作也運用相同的作法。 

 

    吳訥〈文章辨體序說〉中論及絕句的來源與作法：「《詩法源流》云：絕句者，

截句也。後兩句對者，是截律詩前四句；前兩句對者，是截後四句；皆對者，是

截中四句，皆不對者，是截前後各兩句。故唐人稱絕句為律詩⋯⋯。周伯 又云： 

『絕句以第三句為主，須以實事寓意，則轉換有力，涵蓄無盡。』由是觀之，絕

句之法可見矣。」45《空同集》中收錄五言絕句 148首，七言絕句 329首。由於

                                                 
43 見廖可斌著，《復古派與明代文學思潮》，（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頁 236。 
44 見廖可斌著，《復古派與明代文學思潮》，（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頁 236。 
45 〔明〕吳訥著，〈文章辨體序說〉，《文體序說三種》，（台北市：大安，1998年），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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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夢陽崇尚氣象高古、雄豪壯麗的風格，故其詩作多半具有濃厚的諷刺意味和撫

今追昔的愁思，然而在形式精簡的絕句方面，反而可以發現夢陽寫作的多元風

格，以〈東華門偶述〉為例： 

 

      銀甕爛生光，盤龍繡袱香，但知從內出，不省賜何王。 

 

夢陽詩作大部份以蒼茫壯闊的景象為題材，或以史事典故起興，進而鋪陳。然而

在五言絕句中亦能發現如〈東華門偶述〉這類簡潔而華美的短詩。又如〈汴中元

夕〉： 

 

      中山孺子倚新妝，鄭女燕姬獨擅場，齊唱憲王春樂府，金梁橋外月如霜。 

 

以美女、月色交織出歌舞昇平的奢靡圖像，兼顧視覺、聽覺和觸覺，以女子的美

麗起調，卻以「如霜」的月色收尾，嘎然而止，留下一地的寧靜和詩人冷冷的眼

神，這兩首絕句雖然和平時描寫壯闊的風格不同，然而其中蘊含的反諷色彩，亦

同其他詩作無異。 

 

二、碑文志銘 
 

（一）碑文 

 

《空同集》中收錄 25篇碑文，除 7篇墓（塋）碑外，皆為祠廟、書院等處

所紀。碑文之由來，《說文解字注》云：「古宗廟立碑繫牲，後人因於上紀功德。」

至於碑文之作法，明代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故碑石銘器，銘實碑文，其序

則傳，其文則銘，此碑之體也。又碑之體主於敘事，其後漸以議論雜之，則非矣。

故今取諸大家之文，而於三品列之：其主於敘事者曰正體，主於議論者曰變體，

敘事而參之以議論者，曰變而不失其正。至於託物寓意之文，則又以別體列焉。」

46李夢陽之碑文，亦不出此中三體，主於敘事者，如〈少保兵部尚書于公祠重修

                                                 
46 〔明〕徐師曾著，〈文體明辨序說〉，《文體序說三種》，（台北市：大安，1998年），頁 1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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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即細述于公祠之所在、建造緣由，並敘述後人對于謙之追思，以及重修之

始末，此作可與〈弔于廟賦〉相對照；〈鄢陵縣城碑〉一起頭便詳述此城之長度、

深度、建物內容，其後又細述建城之始末。而碑文中主於議論者，則如〈大梁書

院田碑〉，以三分之二的篇幅申論書院有田之必要性；〈六合亭碑〉則專注於「六

合」之義。然碑文中評價較高者，則莫過於「敘事而參之以議論者，曰變而不失

其正」此類夾敘夾議之作品。南玉印〈李夢陽古文評價〉即視〈釣臺亭碑〉為一

「篇章營構，匠心獨運」之作品。47〈釣臺亭碑〉首段敘述李夢陽遊白鹿洞時行

經一「往者釣魚處」，乃於其上作亭；第二段則進入議論部分，以諸生和李子之

問答展開： 

 

  李子俯仰良久，喟然而歎曰：「夫予今乃知釣可以喻學也。」諸生曰：「夫

釣與學同乎？」李子曰：「夫釣者飭竿絲，綴芳餌，兀作盤石之上，凝精

斂志，沾沾而聽，聤聤而視，期取必獲，蓋饑需之餔而渴俟之酟也。乃竟

日而不得一魚，神荒氣沮，投竿踽踽而歸。路詠溪歌，天日向暮，諸生以

為苦邪樂邪？」眾皆蹙額弗懌，曰：「苦矣！」 

   

李夢陽以釣喻學，卻不直指其中涵義，反而先形容了一位兀作盤石之上的釣客，

凝精斂志，然竟日不得一魚，以此反問諸生是樂是苦？眾咸蹙眉曰苦，於是進入

第二段問答： 

 

      李子曰：「假令以四海為壑，明月為鉤，以虹霓為絲，以崑崙為盤石，凌

雲駕鴻，超出天地，倒視日月，釣無不獲。朝醢巨鼇，暮饌修鯨，則汝願

之乎？」眾皆掀眉而喜曰：「願哉！然無能焉。」 

 

李夢陽接著敘述了和之前兀坐盤石之上完全不同的一番氣象，不僅以四海為壑，

而且釣無不獲，朝醢巨鼇、暮饌修鯨，諸生一掃前憂，皆願之。經過前兩段的鋪

陳，李夢陽在最後才發表以釣喻學的真義： 

 

      李子曰：「夫釣以魚，學以道，故踞盤石，兀坐竟日，期取而必獲者，計

                                                 
47 南玉印著，〈李夢陽古文評價〉，《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4年第 3期，頁 4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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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者也；假天地以為釣，垂涎于不可必得者，騖遠者也。計功者泥，騖遠

者虛。夫泥與虛，不可以得魚，而況於學乎？是故君子以仁義為竿，以彝

倫為絲，以六藝為餌，以廣居正位為盤石，以道德為淵，以堯舜禹湯周孔

相傳之心法為魚，日涵而月泳之，至而後取，不躐其等，不計不必，積久

而通，小大必獲，夫然後道可以致也。是以君子身處一室而神遊天地矣，

夫然後以盤石為崑崙，丈絲為霓，寸鉤為月，溪壑為四海，鯫鮕為鼇鯨，

此所謂一貫之道也，故曰：釣可以喻學。」諸生乃斂色平心再拜而謝曰：

「聞教矣！」 

 

夢陽以釣喻學，認為兀坐盤石竟日的「計功者」和垂涎于不可得者的「騖遠者」

都不能得魚。學習也是一樣，斤斤「計功」、好高「騖遠」都不能得道。唯有「以

仁義為竿，以彝倫為絲，以六藝為餌，以廣居正位為盤石，以道德為淵，以堯舜

禹湯周孔相傳之心法為魚，日涵而月泳之，至而後取，不躐其等，不計不必，積

久而通，小大必獲，夫然後道可以致也。」南玉印評此篇碑文：「這篇短文寫得

相當精采。狀寫眾弟子在聆聽夢陽的議論過程中前後神態凡三變：初，『眾皆蹙

額弗懌』，繼而『眾皆掀眉而喜』，最後『乃斂色平心再拜而謝曰：聞教矣！』極

為傳神。通篇文清字爽，如白璧明鏡，了無纖塵。碑文寫到這種境界，可謂妙品

了。」48〈釣臺亭碑〉的營構採層層推進，節奏緊密，文字清麗，雖然採用了李

白「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縱其志；以虹霓為絲，明月為鈎」的典故，然而並非完

全尺寸古人，仍有自己的創造。 

 

（二）墓誌、祭文 

     

《空同集》中收錄 37篇墓誌，18篇祭文。墓誌與祭文都是針對「人」所發

發揮的文類。李夢陽善於敘事，尤其擅長人物刻畫，前文提及他撰寫〈族譜〉時

對父母的描繪之生動詳實，即可見一斑，運用於墓誌和祭文則更見功力。吳訥〈文

章辨體序說〉認為墓誌銘：「大抵碑銘所以論列德善公烈，雖銘之義稱美弗稱惡，

以盡其孝子慈孫之心；然無美而稱者謂之誣，有其美而弗稱者謂之蔽。誣與蔽，

                                                 
48 南玉印著，〈李夢陽古文評價〉，《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4年第 3期，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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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所弗由也歟！」49李夢陽作墓誌銘之原則便在於戒此誣與蔽，南玉印〈李

夢陽古文評價〉認為李夢陽古文藝術特色之一便是具有「簡潔凝練，徵信詳實的

史家筆法」：「他寫文章，有明確目的，十分珍視自己那支筆，不為阿附權貴而自

描媚態，不為牟取黃白而諛飾死人。」50並引用夢陽〈論史答王監察書〉言：「作

史之義，昭往訓來，美惡具列，不勸不懲，不之述也。其文貴約而該，約則覽者

易徧，該則首尾弗遺。」此言雖論史，但亦暗合夢陽撰寫墓誌銘及祭文之原則：

對於死者不隱惡處，亦不溢美。其〈封丘僖順王墓志銘〉中對於僖順王的奢侈並

不隱藏： 

 

      王為人英雄有才略，然心恆上人業。豢僮媵，徵聲樂，交豪貴，結勢權，

收置木石，將大治宮室，未竟而殂。初王好夜宴，鐘鼓管籥，闐喧徹宵，

雞鳴月墜，香粉銷落，舃履雜糅，而其興愈酣。或勸焉，王弗之從也，竟

以此殂。 

 

與傳統隱惡揚善不同，夢陽不僅形容出僖順王縱情聲色的景象，更不諱言僖順王

因此而殂，由此可見李夢陽在墓誌銘此一文類的寫作並不似寫詩那樣講求復古，

反而是和傳主的真實生活比較貼近的。除了講求真實之外，李夢陽寫作墓誌銘這

種嚴肅文類時，其中蘊藏之綿密情意亦常使人動容，如為亡妻所作〈封宜人亡妻

左氏墓志銘〉一文中，憶起始終陪伴他度過顛簸宦途的妻子： 

 

      李子哭語人曰：「妻亡而予然後知吾妻也！」人曰：「何也？」李子曰：「往

予學若官，不問家事，今事不問不舉矣，留賓酒食，稱賓至，今不至矣，

即至弗稱矣；往予不見器處用之具，今器棄擲弗收矣，然又善碎損；往醯

醬鹽豉弗乏也，今不繼舊矣；雞鴨羊豕時食，今食弗時，瘦矣；妻在，內

無嘻嘻，門予出即夜弗扃也，門今扃，內嘻嘻矣；予往不識衣垢，今不命

之澣不澣矣；縫剪描刺，妻不假手，不襲巧，咸足師，今無足師者矣，然

又假手人；往予有古今之愾，難友言而言之妻，今入而無與言者，故曰：

妻亡，而予然後知吾妻也。」 

                                                 
49 〔明〕吳訥著，〈文章辨體序說〉，《文體序說三種》，（台北市：大安，1998年），頁 66。 
50 南玉印著，〈李夢陽古文評價〉，《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4年第 3期，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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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扶持大半輩子的妻走後，李夢陽絮叨的，似乎全是生活上的種種不便，回憶

起的都是妻子治家有方的賢慧，然而僅僅是如此的話，妻子不過如同能幹的下人

罷了。其實夢陽最記掛的，驀然回首而「知吾妻」的部分，仍然是妻子不離不棄

的陪伴。那些「難友言」的「古今之愾」，只能對妻子傾訴的點滴，如今卻「無

與言者」，讀來令人蹙眉心揪，如此墓志，的確可謂情至。〈亡弟汝含祭文〉亦屬

通篇充滿夢陽哀悼之情的一篇作品。夢陽之弟名曰孟章，是父母老來得子，故深

得全家人之寵愛，卻在十九歲時染病過世，使得懷著亦兄亦父情感的李夢陽忍不

住疾呼：「嗚呼！天邪命邪？蚩蚩之氓，天乎壽之，命乎佑之，何獨殤吾弟且奪

其後邪？」 

 

    除了情意綿長，李夢陽寫作墓志銘的另一特色，是對於人物的描寫十分生

動，如〈梅山先生墓志銘〉中以對話方式描寫兩人的重逢： 

 

      正德十六年秋，梅山子來，李子見其體腴厚，喜握其手曰：「梅山肥邪！」

梅山笑曰：「吾能醫。」曰：「更奚能？」曰：「能形家者流。」曰：「更奚

能？」曰：「能詩。」李子乃大詫，喜拳其背曰：「汝吳下阿蒙邪！別數年，

而能詩，能醫，能形家者流！」 

       

李子有貴客，邀梅山。客故豪酒，梅山亦豪酒。深觴細杯，窮日落月。梅

山醉，每據床放歌，厥聲悠揚而激烈。已大笑，觴客，客亦大笑，和歌醉

歡。李子則又拳其背曰：「久別汝，汝能酒又善歌邪！」客初輕梅山，於

是則大器重之。 

 

對話的方式使得場景、人物躍然紙上，讀者藉由夢陽的書寫，宛如一同參予的賓

客，一起體會了老朋友間親密的情誼、瀟灑詼諧的氣度及真實生活的點滴情趣。

陳建華在〈晚明文學的先驅—李夢陽〉一文中評價此文：「這篇墓銘的寫法很獨

特，作者對這位生前的好友，不像通常的墓銘滿紙空洞的諛辭，或對其履歷作平

板的陳述，而是圍繞梅山先生的離別、歸來、宴飲等事件展開細緻、生動的描繪。

梅山先生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是個神形兼備的人物形象，而大量對話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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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握其手』、『拳其背』等動作的描寫，表明了作者和墓主的親密關係。這種

寫法使這篇墓銘更像一篇小說。這一作品也體現了李夢陽的文學觀，他突破了志

傳『皆欲合道』的陳腐觀念，努力表現真實的生活與真情的人。」51相對於臺閣

體的雍容雅正，李夢陽的散文寫作確實生氣勃發，貼近真實人生。 

 

三、序文書記 
 

（一）序 

     

《空同集》中收錄序文 81篇，依其類型區分：書序計 29篇，贈序 41篇，

壽序 8篇，哀序 3篇，李夢陽的序文在數量及內容上都有可觀之處。吳訥〈文章

辨體序說〉論及「序」此一文類之由來，提到：「《爾雅》云：『序，緒也。』序

之體，始於《詩》之〈大序〉，首言六義，次言〈風〉、〈雅〉之變，又次言〈二

南〉王化之目。其言次第有序，故謂之序也。東萊云：『凡序文籍，當序作者之

意，如贈送宴集等作，又當隨事以序其實也。』大抵序事之文，以次第其語、善

敘事理為上。近世應用，惟贈送為盛。當須取法昌黎韓子諸作，庶為有得古人贈

言之義，而無枉己徇人之失也。」52此處所指序，蓋廣泛言之，至姚鼐《古文辭

類纂》乃將贈序獨立出來，故今論序則大略有「序跋」之序與「贈序」之序二類。

關於序跋體之序文，林紓〈春覺齋論文〉認為：「數種中，書序最難工。人不能

奄有眾長。以書求序者，各有專家之學。譬如長於經者，忽請以史學之序；長於

史者，忽請以經學之序。門面之語，固足鋪敘成文，然語皆隔膜，不必直造本人

精微。故清朝考據家恆互相為序。惟既名為文家，又不能拒人之請。故宜平時窺

涉博覽，運以精思。凡求序之書，尤必加以詳閱，果能得其精處，出數語中其要

害，則求者亦必饜心而去。⋯⋯綜言之：序貴精實，跋貴嚴潔；去其贅言，出以

至理。要在平日沈酣於經史，折衷以聖賢之言，則吐詞無不名貴也。」53夢陽所

作書序，一部份為刻書所作，包括《戰國策》、《朱子紀實》、《白鹿洞志》等書，

及賈誼、諸葛孔明、曹植、阮籍、陸機、謝靈運、陶淵明等人之詩文集，由所刻

                                                 
51 陳建華著，〈晚明文學的先驅—李夢陽〉，《學術月刊》，1986年第 8期，頁 21。 
52 〔明〕吳訥著，〈文章辨體序說〉，《文體序說三種》，（台北市：大安，1998年），頁 53。 
53 〔清〕林紓著，《春覺齋論文》，（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頁 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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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集，約略可以窺知其文學傾向，如：〈陳思王集序〉論及曹植： 

 

      予讀植詩至〈瑟調〉、〈怨歌〉、〈贈白馬〉、〈浮萍〉等篇，暨觀求試審舉等

表，未嘗不泫然出涕也，曰：嗟乎植，其音宛，其情危，其情憤切而有餘

悲，殆處危疑之際者乎！ 

 

〈刻阮嗣宗詩序〉言阮籍： 

 

      夫三百篇雖逖絕，然作者猶取漢魏，予觀魏詩，嗣宗冠焉！何則混淪之音，

視諸鏤雕，奉心者倫也，顧知者稀寡，劾亦鮮焉。鍾參軍曰：「嗣宗詠懷

之作，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斯為不佞矣。 

 

由其序文可知李夢陽對魏晉時期的詩人仍然十分推崇，《明史》稱夢陽「文必秦

漢，詩必盛唐，非是者弗道」乃片面之詞。 

 

書序的另一部份為夢陽為他人之書所作之書序，如：〈熊士選詩序〉、〈徐迪

功集序〉、〈張生詩序〉、〈缶音序〉、〈梅月先生詩序〉等。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

認為序體：「言其善敘事理，次第有序若絲之緒也。⋯⋯其為體有二：一曰議論，

二曰敘事。」李夢陽許多對於文學的議論，就存於為人所作之書序中。如：〈缶

音序〉一開頭便陳述夢陽對詩體的意見： 

 

      詩至唐，古調亡矣，然自有唐調可歌詠，高者猶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

調，於是唐調亦亡。黃、陳師法杜甫，號大家，今其詞艱澀不香色流動，

如入神廟坐土木骸，即冠服與人等，謂之人可乎？夫詩比興錯雜，假物以

神變者也，難言不測之妙。感觸突發，流動情思，故其氣柔厚，其聲悠揚，

其言切而不迫。故歌之心暢，而聞之者動也。宋人主理，作理語，於是薄

風雲月露，一切鏟去不為，又作詩話教人，人不復知詩矣。詩何嘗無理，

若專作理語，何不作文而詩為耶？ 

 

夢陽認為宋人以理語入詩的主張，使得詩句「其詞艱澀不香色流動，如入神廟坐



第二章  李夢陽傳述 
 
 

 

49

 

土木骸」，缺乏觸動讀者的情思，在論述之後，在末段才提及《缶音》一書：「予

觀江海山澤之民，顧往往知詩不作秀才語，如《缶音》是已。」《缶音》作者乃

大梁商人，作詩不特作理語，反而得詩真味，此說恰與前所發之議論相互呼應。 

 

    至於贈序類文字，姚鼐《古文辭類纂》：「贈序類者，《老子》曰：君子贈人

以言。顏淵子路之相違，則以言相贈處。梁王觴諸侯於范臺，魯君擇言而進，所

以致敬愛、陳忠告之誼也！唐初贈人，始以序名，作者亦眾。」54薛鳳昌《文體

論》提及贈序：「始於唐，而以昌黎為最工，要在援引古義，以致其惓惓，乃不

失『臨別贈言』之古義；若僅為惜別之辭，類兒女之喁喁者，失之遠矣！」55李

夢陽的贈序類文章中的特色之一，便是篇章中紓發許多關於政治的論點，如：〈送

陳公赴貴州序〉、〈送右副都御史臧公序〉、〈送童公赴京尹序〉、〈送陳公序〉、〈送

右副都御史孫公序〉、〈送李德安序〉、〈贈郭侯序〉、〈李君陞按察司僉事兵屯潁上

序〉等等。〈送右副都御史孫公序〉中論及江西之刑吏之事；〈李君陞按察司僉事

兵屯潁上序〉則論及兵刑之事： 

 

      兵刑天下之忌器也，然聖王能使人不犯刑，而不能使天下無兵；能使兵設

而不用，而不能使兵一日而無食；能使兵足于食而不能不分之以官，何則？

專其事則有緒而易理，責眾則勞倍而鮮功。昔周成康之世，刑措四十餘年

而不用，可謂極治，然猶羽旄章于禮器，干戚存乎樂舞，兵車藏于比閭，

故曰：「聖王能使人不犯刑，而不能使天下無兵。」 

 

議論層層推衍，綿密展開，有立論亦有證據，此為夢陽寫作論議文章之特點，同

時不失『臨別贈言』之古義。南玉印〈李夢陽古文評價〉提及李夢陽「在議論中

喜用頂針績麻格的修辭手法」56，如： 

 

      豪不奪則民志一，民志一則重犯法，重犯法則獄省，獄省則賦可允，賦可

允則盜賊不作，盜賊不用則兵戢而無用，此大臣之業而巡撫之良也。（〈送

                                                 
54 〔清〕姚鼐輯，《古文辭類纂》，（台北市：新陸書局，1962年），頁 11。 
55 薛鳳昌著，《文體論》，（台北市：台灣商務，1998），頁 80。 
56 南玉印著，〈李夢陽古文評價〉，《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4年第 3期，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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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副都御史孫公序〉，卷 54） 

 

      天下有必賢者也，賢之則慕，慕之則思，思之不見則悲，悲之則吟，吟之

則音，音之則詩。（〈柏溪君哀序〉，卷 57） 

 

如此的議論手法所造成的效果，南玉印認為：「這種修辭方法，環環緊套，用於

議論，使推理十分嚴密，前因後果，清清楚楚，一絲不亂，簡潔明快，緊湊自然。

用得恰當，可以使文章生色。但如果思路紊亂，因果纏夾不清，就容易攪成一鍋

粥或得出荒謬的結論。因中間許多環節均肩負著承上啟下的任務，為上句之果，

下句之因，次序嚴格，絕對不能易位。倘若對事理審度不嚴，不精、不詳，切忌

亂用此法。而空同子駕馭得是那麼嫻熟自如，在他的古文中，這類例子比比皆是。

由此也可瞥見空同子為文功力之一斑。」57運用頂針手法議論並不限於寫「序」

此一文類而已，在其古文作品中十分常見。頂針手法的運用能使文章的節奏明

快，文氣不斷，然而其中理意之推敲自然必須十分審慎，否則容易落入強為頂針，

最後議論卻不知所云的結果。然而李夢陽之議論卻能洋洋灑灑，理路清晰，功力

可見。 

 

（二）書 

    

吳訥〈文章辯體序說〉認為「書」此一文體乃是：「昔臣僚敷奏，朋舊往復，

皆總曰書。進世臣僚上言，名為表奏；惟朋舊之間，則曰書而已。蓋論議知識，

人豈能同？茍不具之於書，則安得盡其委曲之意哉？」58《文心雕龍．書記》則

曰：「詳總書體，本在盡言；言以散郁陶，托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憂柔以懌

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酬獻也。」古代以「書」名篇的文章，實際包含兩種文

體，一種是臣子向皇帝進言所寫的公文，稱為「上書」或「奏書」；另一種則是

與親友往復的私人信札，單稱為「書」。《空同集》中「上書」1篇，即〈上孝宗

皇帝書稾〉陳「二病、三害、六漸」之弊，此文是造成夢陽第二次下獄之原因，

                                                 
57 南玉印著，〈李夢陽古文評價〉，《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4年第 3期，頁 54。 
58 〔明〕吳訥著，〈文章辨體序說〉，《文體序說三種》，（台北市：大安，1998年），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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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述及，故不論；而與親友往復之「書」則有 26 篇，其中超過半數都是寄

予恩師楊一清與文友何景明者。書信與日記是最貼近作者本身生活之文字，此般

文字即劉勰所謂「心聲之酬獻」，其所流露之情感與意見最為真實，故由書牘中

可一窺李夢陽與恩師之情誼及友朋論文之始末，李夢陽並未像徐禎卿一樣留下專

門評論文學之專著，其文學主張散見於魚雁往返的書信紀錄中，如：〈與徐氏論

文書〉、〈駁何氏論文書〉、〈再與何氏書〉、〈答吾謹書〉、〈答周子書〉、〈答黃子書〉

等等，都留下了李夢陽對文學創作的珍貴意見。由於書信「本在盡言」，故其中

言語情緒自然不加保留，如：〈駁何氏論文書〉中，夢陽以為何景明之作品「有

乖於先法」，故先以己見論述之，末言： 

 

      ⋯⋯以是而論文，子於文乎病矣。蓋子徒以僕規子者過言靡量，而遂肆為

嵺之談，擿僕之乖以攻我，而不知僕之心無他也。僕之文千瘡百孔者，

何敢以加於子也。誠使僕妄自以閒寂、濁切、艱窒、俚輳為柔澹、沉著、

含蓄、典厚，而為言黯慘有如搖鞸擊鐸。子何不求柔澹、沉著、含蓄、典

厚之真為之，而遽以俊語亮節自安邪？此猶惑之甚者也。 

 

雖然對於文學創作理念的相悖，使得兩造論爭相持不下，言語中難免傷及情誼，但

書信之價值亦在於此，由於真實，更能成為後世研究前人的重要證據。當然，二人

的書信往返亦並非全然針鋒相對，《空同集》所存之〈大復山賦〉，即李夢陽專為何

景明而發，此外〈與何子書〉亦呈現了李夢陽和何景明的深厚情誼： 

 

      自僕罹此難（按：應為夢陽下廣信獄事），友朋多不復通書問，結交在急難，

徒好亦何益？僕交遊偏四海矣，赤心朋友惟世恩德涵（按：康海字）與仲默

（按：何景明字）耳，其難如此，可悲可歎。 

 

李夢陽慨歎自己遭罹禍事，當初交遊廣闊，此時友朋卻不聞問，人人自危，急難方

見知交，康海與何景明的援助令夢陽感念，視之為赤心朋友，其言雖短，其情深長。 

 

（三）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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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訥〈文章辨體序說〉認為：「《金石例》云：『記者，紀事之文也。』西山曰：

『記以善敘事為主。〈禹貢〉、〈顧命〉，乃記之祖。後人作記，未免雜以議論。』后

山亦曰：『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大抵記者，蓋所以備不忘。」

59林紓《春覺齋論文》則細分其類目：「然勘災、濬渠、築塘、修祠宇、紀亭台，當

為一類；記書畫、記古器物，又別為一類；記山水又別為一類；記瑣細奇駭之事，

不能入正傳者，其名為『書某事』，又別為一類；學記則為說理之文，不能歸入廳壁；

至游讌觴詠之事，又別為一類，綜名為記，而體例實非一。」60褚斌杰《中國古代

文體學》認為林紓之說法「把明顯的說理文、故事小品文都包括進來，並不完全恰

當。我們根據雜記文所記寫的內容和特點，似可簡約地分為四類：即臺閣名勝記、

山水遊記、書畫雜物記和人事雜記。」61依褚氏之說，則李夢陽的 21篇記，臺閣名

勝記有 10篇；山水遊記有 2篇，書畫雜物記有 3篇，人事雜記則有 6篇。一般比較

廣泛的說法，將「記」此一體例視為「備不忘」或「紀事之文」，並以善敘事為寫作

重心。前文提及夢陽善於刻畫人物、精於議論，事實上，李夢陽在敘事寫景上，亦

有可觀之處。以〈遊廬山記〉為例，（此文寫作時間背景約與其〈觀瀑布賦〉相同，

兩文可相互參照）夢陽詳細並精確地描述廬山上之地理環境、山光景致、文物古蹟、

傳說，有考有辨，誠如南玉印所言：「除具有地理史料的科學價值外，字裡行間還洋

溢著詩情畫意。」62兼顧精密的描述與斑斕的辭采，以文中描述白鹿洞為例： 

 

      此鎖澗口者也，群峰夾澗峭立，而巨石怒撐，交加澗口。水湍激石，鬪旁有

罅，人傴僂穿之行，此所謂白鹿洞云。 

 

又描述水濂： 

 

      水濂者，俗所謂三級泉也。然路過洞愈嶮澀，行蛇徑鳥道石罅間，人跡罕至

矣。水濂掛五老峰，背懸崖而直下，三級而後至地，勢如游龍飛虹，架空擊

霆，雪翻谷鳴，此廬山第一觀也。 

                                                 
59 〔明〕吳訥著，〈文章辨體序說〉，《文體序說三種》，（台北市：大安，1998年），頁 52。 
60 〔清〕林紓著，《春覺齋論文》，（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頁 70。 
61 褚斌杰著，《中國古代文體學》，（台北市：台灣學生，1991年），頁 362。 
62 南玉印著，〈李夢陽古文評價〉，《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4年第 3期，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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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段話雖然只是敘述兩種地形—洞及瀑布，然而行文間卻流動著詩意，景象歷歷，

使讀者心馳神蕩。由此可見夢陽寫作風格之多樣性，及對於不同文體轉換敘事、論

議手法運用之嫻熟。 

 

四、其他 
 

《空同集》中有雜文 74篇；族譜 6篇；傳 6篇；狀疏 4篇；上書、行實各

1篇，及《空同子》8篇。雜文數量雖多，然其中形式極為駁雜，包含：說、論、

敘、跋、文、銘、贊、箴、戒、頌、辭、誄、對、解、字義十五種文體，其中除

少數賦體雜文將列入本文研究對象之外，由於每種文體作品數量皆保存不多，故

無法歸納出各自特色，此處存而不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