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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李夢陽辭賦之綜合分析 
 
 
     《西京雜記》中，友人問司馬相如如何作賦，司馬相如曰：「合纂組以成文，

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

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在這段話中提出兩個觀念：「賦迹」與「賦

心」。「賦迹」講求的是賦的形式特徵、文字技巧，換言之，即賦之外象，舉凡章

法、句式、辭藻、音律皆包含在內；而「賦心」則是作家於萬物心有所感，而「慨

投筆而援篇，聊宣之乎斯文」者，亦即賦之內質，不外乎其作者思想、內容、情

感、風格等方面。至於李夢陽所主張的作文之法，見其〈答周子書〉以為：「學

不的古，苦心無益。又謂文必有法式，然後中諧音度。如方圓之於規矩，古人用

之，非自作之，實天生也。今人法式古人，非法式古人也，實物之自則也。」以

為：一、作文以學古為目的；二、所以學古，當學習其作品中抽繹而得的那些自

然、天生的創作法則，並不是在言辭上去模仿古人。〈駁何氏論文書〉更進一步

解釋：「假令僕竊古形，剪截古辭以為文，謂之影子誠可。若以我之情，述今之

事，尺寸古法。罔襲其辭，猶班圓倕之圓，倕方班之方，而倕之木，非班之木也，

此奚不可也？⋯⋯守之不易，久而推移，因質順勢，融鎔而不自知。於是為曹為

劉為阮為陸，為李為杜，⋯⋯何不可哉？故不泥古而法嘗由，不求異而言人人殊。」

李夢陽企圖以前人之結構法則，填注今人「我」之遭，如此便能不泥古而自出機

杼。本章便將針對李夢陽辭賦作品中學習法式古人的外象與處處「有我」的內質，

加以綜合分析。 

 

 

 

 

第一節  李夢陽辭賦的外象 
          

    文學作品之內容情志固然重要，然其形式與修辭，即文章之外象，亦不可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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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故第一節就李夢陽辭賦中之「章法」、「句式」、「字詞」、「修辭音律」四方面

進行討論。 

 

一、 章法 
 

賦的結構章法，可分為「首」、「中」、「尾」三部份所構成。其首部有「序」，

多用散文，陳述作賦之緣由；中間部分則是賦的主體，多用韻文，主要是對所要

描寫的事物主題作全面性的描寫；尾部則為賦文之結束，往往有「亂」（或稱「頌」、

「系」、「歌」、「訊」、「重」、「辭」等），以綰統全文。但並非所有篇章皆備此三

部份，故簡宗梧〈賦體之典律作品及其因子〉一文之結論認為：「『端履倡序』和

『歸餘總亂』的形式比例不高，但都可以算是賦體的充分條件，而非必要條件」。

1若以序亂之有無分析，則大致可分為「序亂俱備」、「有序無亂」、「有亂無序」、

「序亂俱無」四種。在李夢陽的 41篇賦當中，「序亂俱備」者有 9篇；「有序無

亂」者有 12篇；「有亂無序」者有 3篇；「序亂皆無」者有 17篇。 

 

（一）序亂俱備 

   

    《文心雕龍．詮賦》：「既履端於倡序，亦歸餘於總亂。序以建言，首引情本，

亂以理篇，迭致文契。」賦前有序言，概述作賦的緣起及要旨；賦後有亂詞，用

以理篇。王逸〈離騷注〉：「亂，理也。所以發理詞指，總撮其要也。⋯⋯極意陳

詞，或去或留，文采紛華，然後總括一言以明所起之意也。」在李夢陽的賦篇中，

序亂俱備，結構完整者，計有〈述征賦〉、〈思賦〉、〈寄兒賦〉、〈送河東公賦〉、〈弔

申徒狄賦〉、〈泊雲夢賦〉、〈放龜賦〉、〈四友亭賦〉與〈咎旱飇文〉9篇。然而這

些序亂俱備之篇章，其序文篇幅都不長，大多只以寥寥數句交代寫作緣起；文末

除了「亂」詞，也有稱「頌」、「歌」、「重」、「誶」者，其用意亦同。其中〈四友

亭賦〉之序文闡釋寫作背景，及此亭命名原因： 

 

      夫物有情契，事有偶同，人有大觀，氣有流通，故一本而視，同體之義存

                                                 
1 引自簡宗梧著，〈賦體之典律作品及其因子〉，《逢甲人文社會學報》，2003年 5月，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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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體物著用，因心之懿宣焉。命友以四，倫數之天，天定物，合事之奇

也，闡名設亭，訓之推也。故塤箎之音暢於家，而後孝弟之風行於國。何

則敦薄銷鄙，非久弗著也。故《詩》曰：「和樂且湛。」久莫要於不變，

不變莫如松、竹、梅、柏，人友其一而亭其間，而盤而桓，所謂事同情契，

可以大觀者歟，矧吾一氣也，乾父坤母，物不吾異也哉，於是賦之賦也。 

 

序文中韻散夾雜，交代了闡名設亭的經過，從物事聯結人事，顯現出李夢陽自身

思想乃糅合儒、道、陰陽而成。賦文中部則以韻散夾雜的方式鋪陳此亭之環境、

結構，強調地靈而人秀。末段敘述主賓盡歡，乃命侍從遞節緩歌，假松、竹、梅、

柏之口而歌，最後客起，婆娑舞其歌，以「歌」作結： 

 

      吳江落楓，洞庭下橘，朔風有嚴，玄冥變律， 溟溟，憀兮而慄。龍蛇

以蟄，百卉蕭瑟，堅者隕榮，脆者銷質。是時也，不有此四友者於斯亭也，

孰與壯天地而光月日哉。 

 

文末歌辭所述，正與序文中「久莫要於不變，不變莫如松、竹、梅、柏」同，再

次稱許四友無畏嚴寒氣候，並冀望四友亭亦能如其名，弗畏時而久存天地之間。   

   

另外，〈思賦〉之序文點明寫作動機：「有子，不及見其成立；為子，生無以

養，死無以葬，仕也，無以褒；斯二者天下之至悲也。死者已，生者思，兀然黯

然，於乎駱子，胡以塞汝悲，於是為駱子作〈思賦〉。」此「兀然黯然」語，已

見其憂思，賦文以「嘅予生之眇眇兮，塊獨處此遐域。誦往昔以自憐兮，淚交下

而橫臆」始，愁思悵惘之情迸發無遺。文末亂曰：「綏我思成神之利，降爾遐福

天之畀，孝子不匱賢之嗣」，則喃喃有如祝禱之詞，將全文嘎然而止，孝子之「思」

刻畫淋漓。「序」與「亂」之篇幅不如正文，卻在文章結構上扮演了「起」、「合」

的作用。尤其是「亂」，因其不同形式，或「歌」或「頌」或「贊」等，便能以

活潑的方式完成文章氣勢，或餘韻不絕，或頌讚歡呼，或響應前文，或總論全章，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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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序無亂 

 

    有序無亂結構之篇章，有〈鈍賦〉、〈宣歸賦〉、〈弔康王城賦〉、〈弔于廟賦〉、

〈汎彭蠡賦〉、〈大復山賦〉、〈河中書院賦〉、〈漢濱賦〉、〈螺杯賦〉、〈冬游賦〉、〈邃

菴辭〉與〈哭白溝文〉，共 12篇。文前有序，有助於讀者了解文章之寫作背景，

亦有助於後人之詮釋解讀。然李夢陽所作之賦序，往往寥寥數語，或交代寫作時

間，或交代寫作動機、簡單交代題旨。以〈鈍賦〉為例，其序曰：「鈍者何？傷

時之鋸也，亦自忺也。」三言兩語即道出寫作之緣由。與此相反者，則為〈河中

書院賦〉，其序不僅篇幅與賦文相當，並以夾議夾敘手法書寫，若將之獨立為文

亦可： 

 

      鄉人呂氏，以諫官謫蒲。蒲故有廟娥眉側，祠太山也。呂至移文廢焉，曰：

山川之神，祭不踰境，非鬼而祭，孔門諂之，某職叨佐邦，靡敢弗經也。

以問其守，守曰：敢不惟程。問之校，校官若士曰：程敢不承察諸民，民

翕翕欣若有興也。於是廢其廟，稱書院焉。而祠有虞氏於內，曰：蒲，舜

都也，配以夷齊，從以王薛，左之名宦，右之鄉賢，量宇聚徒，區田祀養，

考鐘伐鼓，視履迪業。李子聞之曰：善哉！呂氏知教本矣！夫驅邪以端，

拔怪以常，伐慝以昭，破淫以義，是故君子於邦也，不患不從而患弗躬，

躬義布昭，敷常表端，以是而教，鮮不率矣。何也？四者其本也，然又斷

之以獨，協之以同，行之以勇，迺奚往不濟矣。夫淫祠罔福，故鐘巫禍隱，

神降亡虢，往鑒具燭，然河投取婦，祠毀妬女，世每罕聞，何也？怯者怵

于利害，疑者沮于異同，庸者安于習俗，才者憚于改格，故曰：非勇何行，

非同何助，非斷何成，三者既獲，四本迺立，然後經定程堅，教斯興矣。

是故君子不爭，而醜莫不同，不煩而眾莫不從，標立而影隨，近聲而遠應，

凡以是爾。李子曰：余為呂作賦，將以比音摛調，泛絃流管，俾大者歌，

小者哦，觀者采焉，陳之太師，爰知蒲政。 

 

李夢陽有感於呂經弗憚於習俗，為蒲邦導正風俗、興學造福黎民之舉，故特地為

河中書院作賦，願此風上行下效，冀眾人得知蒲政。此序文不僅敘述河中書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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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由來，亦同時抒發作者之感慨。賦文即沿襲序文之思想發揮想像，以騷體敘

述登峨嵋而觀蒲地，發現時俗詭譎，造怪亂真，幸今人斥妄言、成書院，乃民之

福也。賦序之存在，原本只是起一種輔助性的作用，即使無序文，亦可由文意察

知篇旨。然賦前有序，則可幫助閱讀者，使之不至於對賦篇產生錯誤或是過於粗

糙的解讀。 

 

（三）有亂無序 

 

    有亂無序之篇章，計有〈緒寓賦〉、〈觀瀑布賦〉與〈貢禽賦〉3篇。在李夢

陽的賦作中，運用亂辭者為數不少，有時亂辭不止一段，以序亂俱備的〈四友亭

賦〉為例，其中就有侍兒先歌四段，最後以賓客之歌作結。〈述征賦〉中亦先有

四言體之「重」，而後有「亂」辭。至於〈觀瀑布賦〉中，雖無序言，然首、中、

尾結構完整，全文以騷體極力鋪陳瀑布之偉麗，末段則先以「歌」頌讚： 

 

      歌曰：造龍池而卬之兮，究瀑布之肇蹤；巔湧而壑射兮，誠神靈之攸鍾。 

轟邇惑而遐瞑兮，壯二儀而永效；磍鬼怪避鑑鑒兮，微瀑孰以察逝者之高

妙。伊動者必定兮，潭窅沕而淵峚；礉之灝而寧之清兮，厥金水之共質。 

 

再以「亂」理篇，總結並點出全文主旨： 

 

      亂曰：相彼山泉，瀄滵邅漩，勼谿朋漣。遵科以造海，竟隨流而泯瀾；覩

厥瀑之靈詭，反群詫而背誹。吾茍砉天地以遺聲跡，亦奚暇校高下與狐疑。 

 

頌讚神靈之鬼斧神工之外，山泉水石的景象帶給作者更多的感觸，在大自然面前

深切感受到個人的渺小。〈觀瀑布賦〉即使少了「歌」詞與「亂」詞，依然可以

獨立成篇，然而結尾的「歌」與「亂」並沒有影響作品整體，「歌」詞使之前正

文極力描寫的磅礡水象，轉成寧靜清澈的音響，「亂」詞確實達到收束全文，點

出旨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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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無序無亂 

 

    在李夢陽的作品中，以無序無亂者為最大宗，計有：〈疑賦〉、〈省愆賦〉、〈俟

軒子賦〉、〈竹石賦〉、〈弔鸚鵡洲賦〉、〈哀郢賦〉、〈朱槿賦〉、〈感音賦〉、〈嚏賦〉、

〈鳴鶴應鐘賦〉、〈觀禁中落葉賦〉、〈惡鳥賦〉、〈鵲賦〉、〈水車賦〉、〈禱旱文〉、〈挽

歌辭〉與〈熊士選祭文〉，共 17篇。其中大部分是詠物或抒情小賦，以〈朱槿賦〉

為例，全文雖無序亂，然層次明顯，起、承、轉、合一氣呵成。文章之「起」，

在於描述朱槿花之姿態美麗，是「熨炎陽之靜彩，褒絕代之英質，態疑層而遽損，

媚若斂而復出」。其次則是承上起下，將朱槿花擬之美人，承蒙君子之喜愛，「屈

纖枝於皓腕，徵瓠齒而清歌，嘆形微而寵重，屢回笑而增酡」，巧笑倩兮深得寵

愛。然而話語一轉，好景不常，「天暮日夕，顏銷華落」，「主倦客煩」、「命駕旋

歸」，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文章末段，失寵的美人也只能「掩團扇而涕零，

徙長門而望闕」慨歎容色之難恃，只求「佩薰芳以順委，庶生榮而沒寧」。即使

無序無亂，賦篇依然自成結構，層次分明，亦無損讀者之解讀。 

 

    李夢陽辭賦作品中，雖有大量無序無亂之賦作，然其中運用「序」、「亂」的

比例相當高。序以建言，可見其寫作背景；亂以理篇，又可見其旨趣大要。其中，

李夢陽賦篇中運用形式多樣之亂辭，有「亂」、「頌」、「歌」、「重」、「誶」等，因

其不同形式，可完足或延續文章氣勢，使得文章或者餘韻不絕，或者頌讚歡呼，

也有響應前文、點出主旨或曲終奏雅的功用。儘管寫作辭賦，李夢陽始終尺寸古

法，然而序、亂部分，或者以序言陳述自己的寫作原因，或者藉由亂辭發抒感嘆，

或者可視為「以我之情，述今之事」之表露。 

 

 

二、 句式 
 

依照馬積高《賦史》的說法，賦基本上依其起源分為三類：騷體賦、詩體賦、

文賦，後世再各自產生變化，2故討論句式時，筆者將分開討論。李夢陽作品中，

                                                 
2 馬積高著，《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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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騷體賦者有 23篇；詩體賦者有 6篇；文賦者有 12篇。 

 

（一）騷體賦 

 

    在李夢陽的賦作中，有半數以上都是以騷體進行寫作的篇章，所謂的騷體

賦，依照郭建勛〈騷體賦的界定及其在賦體文學中的地位〉一文所述：「騷體賦

必須具備兩個基本條件：其一是采用楚騷的文體形式；其二是明確地用『賦』作

為作品的篇名。」3除此之外，「騷賦在內容方面給人最突出的印象是抒情。這與

這種體式從一開始就全面繼承了屈原《離騷》的傳統有關。」4而「抒情性之所

以成為騷體賦的主要特徵，有兩方面的原因。從作者主觀方面看，是因為屈原的

身世使他的作品具備了一種悲壯怨憤的文化品格，並將這種文化品格延伸到了

『騷體』體式之上，人們選擇騷體是為了調動讀者先在的審美經驗，使作品產生

美好的抒情效果。從體式方面看，相對四言詩和文體賦，騷體參差錯落的句式具

有更大的自由度和靈活性，特別是句中反覆出現的語氣詞『兮』字，含有特別強

烈的抒情詠嘆意味，尤其適合表現那種怨憤淒楚、纏綿悱惻的個人情緒。因此，

漢代以來的騷體賦多為抒情之作，而所抒之情，也多為哀怨憂憤之情。」5劉朝

謙在〈賦文誇飾所寫照的賦家個體生存處境〉認為賦文誇飾主要展開為兩大言述

方式，其一便是屈賦式誇飾：「屈賦式誇飾所誇飾的對象為文人自身，誇飾攀緣

於文人的政治命運、人格氣韻、生命本根和生命的外在修飾等⋯⋯賦家在這樣的

文本中用誇飾的語言、意象和語境放大了自己的政治人生苦難，激情地渲瀉了個

人的政治人生鬱怨之氣。」6總結前言，可歸納出騷體賦之特色：在形式上必須

採用楚騷的文體形式；而其特色便是著重於抒情。李夢陽的騷體賦作在形式方

面，無論在手法、意境、句式，處處可見踵步前人的痕跡。而抒怨憤之情的特色，

在李夢陽的騷體賦作中更不例外，騷體賦作中大量作品的內容都與其政治人生苦

難，緊密相連。 

                                                 
3 引自郭建勛著，〈騷體賦的界定及其在賦體文學中的地位〉，《求索》，2000年 5期，頁 97。 
4 引自郭建勛著，〈騷體賦的界定及其在賦體文學中的地位〉，《求索》，2000年 5期，頁 98。 
5 引自郭建勛著，〈騷體賦的界定及其在賦體文學中的地位〉，《求索》，2000年 5期，頁 98 
6 引自劉朝謙著，〈賦文誇飾所寫照的賦家個體生存處境〉，《中華文化論壇》，2002年 2期，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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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騷體賦之句式多取自楚辭而少有變化，以下借廖序東《楚辭語法研究》

中對楚辭作品句式的歸納來分析李夢陽騷體賦之句式：7 

 

1. 兩句一韻，「兮」字用於上句末，下句末是韻字。 

 

    〈離騷〉通篇如此，〈九章〉中之〈惜誦〉（聞一多擬自〈涉江〉中移入的亂

辭除外）、〈哀郢〉（連亂辭）、〈抽思〉（亂辭除外）、〈懷沙〉（亂辭除外）、〈思美

人〉、〈惜往日〉、〈悲回風〉也如此，可稱為〈離騷〉型。8李夢陽騷體賦中大量

運用此〈離騷〉句式，〈鈍賦〉、〈思賦〉、〈述征賦〉、〈省愆賦〉、〈宣歸賦〉、〈緒

寓賦〉、〈寄兒賦〉、〈俟軒子賦〉、〈送河東公賦〉、〈吊申徒狄賦〉、〈弔康王城賦〉、

〈弔于廟賦〉、〈弔鸚鵡洲賦〉、〈哀郢賦〉、〈汎彭蠡賦〉、〈觀瀑布賦〉、〈泊雲夢賦〉、

〈放龜賦〉、〈河中書院賦〉、〈觀禁中落葉賦〉幾乎全篇皆以〈離騷〉句式行文，

以〈省愆賦〉末段為例： 

 

夢忽乎余上征兮，魂浮游之逖逖；過太儀叩天閶兮，捫白榆之歷歷。 

進不入以邅迴兮，退余將覽夫下土；馮玄雲以相羊兮，洵極樂而無所。 

撫晨星以攄虜兮，據雄虹而降觀；飲積清之浮涼兮，依北斗而浩歎。 

何民生之錯雜兮，紛既有此多難；心猶豫而內訟兮，悔有目之不見。 

寤周覽以增欷兮，塊獨處此幽域；鴟鴞萃而翔舞兮，鳳鳥飢而夜食。 

眾靸沓以自媚兮，焉誰察余之懮懮；閔芳華之霝落兮，秋風至而改期。 

飈蕭颯以摧容兮，天淫淫又陰雨；幽屋破而下淋兮，床一夜而十徙。 

怲蘊惀以省故兮，冀一見之不可得；日昧眛以將入兮，掩衾裯而太息。 

惜余年之強壯兮，常坎軻而滯留；憐鬒黟之漸變兮，恐芳草為之先秋。 

情有感而難忘兮，性有糺而不釋；念昔者之周渥兮，孰堅忍而拋擲。 

闃紆壹以忳瞀兮，竊陳詩以自抒；懼言弱而道阻兮，恆湣隱而思慮。 

 

                                                 
7 廖序東撰，《楚辭語法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1995年），頁 30-31。 
8 引自廖序東撰，《楚辭語法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1995年），頁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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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騷〉型為騷體賦基本句式，為後世賦家所普遍採用，李夢陽的騷體賦作除了

少數歸諸其餘二類句式作品，可說全用此種句式。 

 

2. 兩句一韻，「兮」字用於下句末。 

 

    〈九章〉中之〈橘頌〉如此。〈涉江〉、〈抽思〉、〈懷沙〉之亂辭也如此。可

稱〈橘頌〉型。9李夢陽〈述征賦〉之亂辭、〈送河東公賦〉之亂辭、〈弔申徒狄

賦〉之亂辭、〈放龜賦〉之亂辭、〈嚏賦〉之首章、〈螺杯賦〉之末章、〈咎旱飆文〉

都屬於〈橘頌〉型句式，以〈送河東公賦〉之亂辭為例： 

 

      亂曰：明明日月，奠天維兮；太陰四塞，孰將夷兮。陟彼寥谷，望河漢兮；

上無舟梁，眇湠漫兮。嗟我寡翼，安能厲兮；顧瞻北斗，中心愒兮。授兮

憀兮，聊以卒歲兮。 

 

〈橘頌〉句式在李夢陽的賦作中比例不多，但與《楚辭》中情況相同，亦泰半出

現於亂辭當中。 

 

3. 兩句一韻，兩句都用「兮」字，而且用於句中。 

 

    〈九歌〉十一篇，篇篇如此。聞一多自〈涉江〉作為亂辭移入〈惜誦〉的六

句也如此，可稱為〈九歌〉型。10在李夢陽的賦作中，此類句形較少，僅見於〈大

復山賦〉之末，與〈挽歌辭〉、〈邃菴辭〉中，以〈邃菴辭〉首段為例： 

 

      蓀壁兮桂宇，葯橑兮在下；水潏潏兮溜渠，蘭葳蕤兮當戶。 

菴之構兮何所，接紫闥兮崇期；菴何為兮閉寂，窈棼楣兮參差。 

蔽脩櫳兮連延，錯瓴甓兮委蛇；穆空洞兮內啟，豁廉隅兮外直。 

 

                                                 
9 引自廖序東撰，《楚辭語法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1995年），頁 31。 
10 引自廖序東撰，《楚辭語法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1995年），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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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五言或六言，「兮」字出現於句中，增加音節上的韻律變化。 

 

（二）詩體賦 

 

    馬積高《賦史》中，將由《詩》三百篇演變而來的賦篇稱為「詩體賦」，並

認為「用三百篇中的詩體作賦始於屈原的〈天問〉。荀況〈賦篇〉中的〈佹詩〉、

〈楚申君賦〉也是詩體賦⋯⋯。至漢代揚雄的〈酒賦〉、〈逐貧賦〉，衍〈佹詩〉

之緒，此體才得發展。」11至於後世發展，《賦史》曰：「詩體賦的變化也比較少，

大部分仍是以四言作基本句式，惟班固〈竹扇賦〉為七言，齊梁後更出現了一種

以五、七言詩句為主體的小賦，這是由於當時五言詩盛行，七言詩也已經興起的

影響。」12李夢陽的詩體賦計有 5篇，其中〈疑賦〉、〈螺杯賦〉、〈水車賦〉、〈禱

旱文〉、〈熊士選祭文〉以四言作基本句式，〈竹石賦〉則仿班固〈竹扇賦〉作七

言句式。 

 

    秦丙坤在〈論詩體賦的特徵及其濫觴〉中，歸納出詩體賦的三項特徵：在語

言上多四言整句；內容上多為詠物題材；表現手法上多以象託意。13李夢陽之〈水

車賦〉正符合此三項特徵： 

 

      厥甃有輪，一側一覆；覆者旋左，側承以屬。 

各有犬牙，錯銜摩軋；象彼兩儀，環周樞斡。 

有百其戽，牽聯承乘；必噓斯降，有挈乃升。 

成功者退，四序之旨，行息棘紓，于厥輪視。 

噓者受一，受者在中；長槽引之，無寫弗通。 

受曰含弘，通曰流形；默濡旁溉，支洄源渟。 

其動也時，其靜也虛；一氓操之，與造化競驅，夫其惟水車乎。 

 

全文共 27句，僅有 2句非四言整句，其內容中心為「水車」，全篇不離水車之具

                                                 
11 引自馬積高著，《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 6。 
12 引自馬積高著，《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 8。 
13 引自秦丙坤著，〈論詩體賦的特徵及其濫觴〉，《江南社會學院學報》，2002年 11期，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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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物象鋪陳，並且「描寫物象時，把物象本身固有的形態和性質和同作者寄託的

旨意結合在一起，彼此不分，使物象成為象徵性意象。」14亦即將「水車」之形

態性質與旨意「其動也時，其靜也虛」相結合，將「水車」營造成為一象徵性之

意象。 

 

李夢陽之詩體賦除四言句式外，尚有仿班固〈竹扇賦〉的七言句式，以下先

引〈竹扇賦〉，次引李夢陽之〈竹石賦〉： 

 

      青青之竹形兆直，妙華長竿紛實翼，杳篠叢生於水澤，疾風時時紛蕭颯。

削為扇翣成器良，託御君王供時有，度量異好有圓方，來風辟暑致清涼。

安體定神達消息，百王傳之賴功力，壽考康寧累萬億。（班固〈竹扇賦〉） 

 

      有沓者篠叢彼阿，徙置得地檽以華。托根靈石發生直，翕颯佛樓翠風閣，

長竿巉巉翼紛若。截為雙簫雛鳳鳴，任心吹之靈霧生。乘鸞挈友騰烟霧，

餐霞戲委永無慮，中虛旡直性介固。（李夢陽〈竹石賦〉） 

 

二文在意境及手法上皆有相似之處，七言句式使得作品雖以賦名，卻與七言古詩

形式雷同。 

 

（三）文賦 

 

    馬積高《賦史》將文賦的發展分為四個階段，分別是「逞辭大賦」、「駢賦或

俳賦」、「律賦」、「新文賦」。15李夢陽〈潛虬山人記〉曾言「唐無賦」、「漢無騷」，

並要人「究心賦騷於唐、漢之上」故其賦作中，摒棄唐宋之後出現的「律賦」、「新

文賦」體式，在文賦方面，僅見「逞辭大賦」與「駢（俳）賦」作品形式。其中

仿「逞辭大賦」句式者，有「大復山賦」、「四友亭賦」及「哭白溝文」三篇。其

基本句式有「三字句」、「四字句」、「五字句」、「六字句」、「七字句」、「八句及八

                                                 
14 引自秦丙坤著，〈論詩體賦的特徵及其濫觴〉，《江南社會學院學報》，2002年 11期，頁 59。 
15 馬積高著，《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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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以上的長句」幾種，以〈大復山賦〉為例： 

 

      昔盤古氏，作茲焉用宅，是以濁清判，三紀揭，澒洞開，明劃日月，厥山

既形餘乃發。故爾上冠星精，下首地絡。聚膏以為崇，滲津以成川。竅若

浮肺，萬古濞旋，神瀑湧焉，飛流崩嵯。走壑蹴石，噴雪釘鐘，礲砰鏗鍧，

迅霆擊虹，震于太空。若其勢磄磅逆折，狀若胎簪。嵩首殿其北，荊沔包

其南，右標熊耳之嶺，左朝桐柏之山。其陰則凝冰積雪，晦明倐忽，翠篠

丹澤。其陽遊飈吸歘，重黎攸宮。東有日華之林，陽榮之風；西則涼霏素

露，淒淒清清。珠樹粲英，若爾材林浮雲，寶藏蕃興，騰氣簸氛，至其觸

膚，寸而起也。欐欐乎波駭山靡，不終朝而天下雨也。於是生人立，禽獸

伏，草木殖，靈芝秀宮闕，醴泉噴其側。於上則神鵠威鳳，翱翔吸甘華，

百鳥從之，振翰若雲。中有玄熊綠羆，騶虞游麟，猿猱麚 ，百千為群。

樵採牧獵之子，唱歌出林，響振峽谷，咸蹩躠迸逸，不見蹤跡。於下則長

淮發源，配天迪坤，混混沄沄，江河並尊，受珪上帝。疏穢錫存，乃有祈

靈丐禧，梯航而來，沉玉瘞璧，闐塞路逵。若爾幽嵓之栖真兮，三三兩兩，

御飈轂，抗霓旌，左控白鹿，右翳紫莖。 

 

這一段落中，三字句如「生人立，禽獸伏，草木殖」；四字句如「騶虞游麟，猿

猱麚 ，百千為群。」；五字句如「嵩首殿其北，荊沔包其南」；六字句如「右標

熊耳之嶺，左朝桐柏之山」；七字句及八字句如「欐欐乎波駭山靡，不終朝而天

下雨也」。其句式靈活多變，長短不一，參差有致，且富於變化，利於鋪陳敘述，

又不致使人讀之生厭。 

 

    至於仿「駢（俳）賦」句式之作品，則有〈漢濱賦〉、〈朱槿賦〉、〈感音賦〉、

〈鳴鶴應鐘賦〉、〈惡鳥賦〉、〈鵲賦〉、〈貢禽賦〉、〈冬游賦〉、〈嚏賦〉9篇。駢賦

之形式特點，有「句式駢儷」、「字詞對仗」、「聲韻和諧」、「敷飾使典」，16以〈漢

濱賦〉為例： 

 

                                                 
16 引自曹明綱著，《賦學概論》，（上海：上海古籍，1998年），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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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何二女之頎麗兮，遵蘭皋而並翔；順微風以鸞顧，曳文袿而交揚。躡雲

鬱之華履，皎羅襪以雙步；凌漢潭之滺波，掇瑤草於芳露。態婉 以窈窕，

情同嬉而中乖；超妁灼以齊赴，忽含顰而怨偕。眉疑低而復伸，唇欲啟而

羞面；瑳巧笑以回瞬，目盈盈而流盻。翩兮驚鴻，恍若裊電。仰西方之纖

月，悵邂逅於嘉夕；足將疑以躑躅，魂已逝而聿役。怍多露於蔓草，矩漢

廣之貞游；戒有粲之奔密，慕娥英於湘流。揮柔袂以掩涕，寄朋素於明璫；

效雞鳴之贈珮，厲霜心於鮫光。倐潛耀以莫覯，撫衝飇而懷形；睇征雲以

西迅，裛飄芬而淚澪。面三星以申詠，痗朝陽於首疾；伊綢繆之幸諒，詎

穀焉而同室。 

 

其句式以四、六為主，偶對連篇，不僅字義相對，平仄、詞性也相對，以謀聲調

之諧和、修辭之工整。同時典儷事雙，頻繁地運用典故，兼顧意境、形式、聲韻

之美感。 

 

    李夢陽之賦作，在體裁上「究心騷、賦於漢唐之上」，其騷體賦計 23篇，已

佔總數之半，並且為了貫徹其「唐無賦」主張，《空同集》中有仿漢古賦體、駢

賦體、詩賦體，卻絕不會有律賦及議論文賦出現。 

 

 

三、 字詞 
 

討論過李夢陽賦篇之章法與句式，自然不可忽視其運字遣詞。宋．孫奕在《示

兒篇》卷八「賦以一字見功夫」條目下言：「東坡有曰：『詩賦以一字見功拙』，

誠哉是言！」17《文心雕龍．鍊字》篇亦曰：「故善為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

字。」由此可見鍊字對篇章構成之重要性。以下就李夢陽所運用的一些鍊字法進

行討論，有換字法、倒字法、增減字法等。 

 

                                                 
17 〔宋〕孫奕撰，《示兒篇》卷八，（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本），冊 864，頁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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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換字法 

 

《讀書作文譜》引明．程楷之言：「修詞無他巧，惟要知換字之法：瑣碎字

宜以冠冕字換之；庸俗字宜以文雅字換之。」18辭賦原本就是講究修飾的文體，

故其用字多深思之成果。倡言究心騷賦於漢、唐之上的李夢陽，在其字詞的運用

上，亦多修飾，屢見以古字換常見字之處。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空同子一卷》

下言：「夢陽文摹擬秦、漢，多艱深詰屈之語，為後人所詆訾。」19以下列字句

為例： 

 

 

◎閔芳華之霝落兮，秋風至而改期。〈省愆賦〉 

「霝」字有三義。《說文解字》：「霝，雨 也。从雨 ，象 形。《詩》曰：

霝雨其濛。」段玉裁注：「靈，落也。靈落即霝落。雨曰霝 ，艸木曰零落。」20

《廣韻．平聲．青韻》：「霝，落也，墮也。」21霝即降雨之義。霝又有「空」義，

《廣雅疏證．釋詁》：「霝，空也。」《疏證》：「凡言霝者，皆中空之義。」22「霝」

又通「靈」、「令」，明．張自烈《正字通．雨部》：「霝，與令通。霝始霝終，即

令始令終。」23故又有美善之義。在李夢陽賦作中，「霝」當作第一義降雨解，

以「霝」換「零」，是以古字換常見字。  

 

◎謂圖窮而事至兮，冀戡贙而必擒。〈送河東公賦〉 

    「贙」字有三義。《說文解字》：「贙，分別也。」24段注：「爭則分別矣。」

左思〈魏都賦〉有「蒹葭贙，雚蒻森。」句，呂向注：「贙，分別也。言眾草森

然分別於內。」25「贙」又有對爭而僵持不休之義。《廣韻．上聲．銑韻》：「贙，

                                                 
18 〔清〕唐彪撰，《讀書作文譜》，（臺北市：偉文圖書出版社，1976年），頁 75。 
19 〔清〕永瑢等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冊 3，頁 680。 
20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高雄：高雄復文圖書，1998年），頁 572。   
21 〔宋〕陳彭年等重修，《新校正切宋本廣韻》，（台北：黎明文化，1998年），頁 195。 
22 〔清〕王念孫撰，《廣雅疏證》，（台北：藝文印書館，1966年），卷 3下，頁 13。 
23 〔明〕張自烈撰，《正字通》，（台南：莊嚴文化，1997年），頁 691。 
24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高雄：高雄復文圖書，1998年），頁 211。   
25 〔梁〕蕭統撰，〔唐〕李善等注，《六臣註文選》，（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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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爭也。」26《說文解字》：「贙，從虎對爭貝。」27王筠《釋例》：「虤而爭貝，

無是事也。⋯⋯謂人之爭貝如虤之猛。」同時「贙」亦是獸名。《集韻．霰韻》：

「贙，獸名，似犬。」李夢陽賦中「贙」字當似左思之用法，釋作「分別」，此

處以「贙」代替常見之「別」字，有新奇的效果。 

 

◎壯洞庭之淼皛兮，槩江漢之玄洲。〈哀郢賦〉 

    「淼」字見屈原〈哀郢〉：「當陵陽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即「大水」

之義。「皛」字則有三義。《說文解字》：「皛，顯也。從三白。讀若皎。」28潘岳

〈關中詩〉：「虛皛湳德，謬彰甲吉。」李善注：「〈蒼頡篇〉曰：皛，明也。」29

故「皛」有明亮、明顯之義。同時有也潔白之義，《集韻．迥韻》：「皛，《博雅》：

白也。」「皛」同時也有「打」之義，見《廣韻．入聲．陌韻》：「皛，打。」30左

思〈蜀都賦〉：「皛貙氓於葽草，彈言鳥於森木。」在李夢陽的篇章中，「淼皛」

當是用以形容洞庭湖之水流廣大，映照明亮之義，若單以「水亮」形容，則過於

俚俗缺乏美感。 

 

◎清若笙簧，睍睆滑瀏。〈貢禽賦〉 

「睍」、「睆」皆為眼睛突出的樣子。《說文解字》：「睍，目出貌也。」31《玉

篇．目部》：「睆，出目貌。」唐．闕名〈蟾蜍賦〉：「爾其文章，睆目、銳頭、皤

腹，本無牙齒之用，寧懼鷹鸇之逐。」李夢陽以「睍睆」換「目出」，用以避免

熟見字。 

 

◎爝焯灼 的皪恔兮，類至人之懸照。〈觀瀑布賦〉 

    「爝」字，《說文解字》：「苣火祓也。」32段注：「苣，束葦燒之也。祓，除

                                                                                                                                            
126。 

26 〔宋〕陳彭年等重修，《新校正切宋本廣韻》，（台北：黎明文化，1998年），頁 289。 
27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高雄：高雄復文圖書，1998年），頁 211。   
28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高雄：高雄復文圖書，1998年），頁 364。   
29 〔梁〕蕭統撰，〔唐〕李善注，《文選》，（臺北市：藝文印書館，1998年），頁 287。 
30 〔宋〕陳彭年等重修，《新校正切宋本廣韻》，（台北：黎明文化，1998年），頁 511。 
31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高雄：高雄復文圖書，1998年），頁 130。   
32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高雄：高雄復文圖書，1998年），頁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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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之祭也。」《莊子．逍遙遊》：「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33嵇康〈聲無哀樂論〉：

「猶一爝之火，雖未能溫一室，不宜復增其寒矣。」《呂氏春秋．孝行覽．本味》：

「湯得伊尹，祓之於廟，爝以爟火，釁以犧猳。」34由以上可知「爝」有小火、

火把之義，也可當動詞「照耀」解釋。而「焯」，《說文解字》：「焯，明也。」35

有光明、照耀之義。「灼」，《說文解字》：「灼，炙也。」36是炙、燒的意思，亦

有明亮之義：曹植〈洛神賦〉：「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

蕖出淥波。」可見「爝焯灼」三字皆有明亮照耀之義。而「 」，《集韻》：「 ，

白也。」《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有：「今目睹西王母 然白首」句。「的皪」，見

《廣韻．入聲．錫韻》：「的皪，白狀。」37而「恔」，《說文解字》：「恔，憭也。」

段注：「疊韻互訓。《方言》：恔，快也。⋯⋯凡明憭者，必快於心也。」38故「恔」

為快慰之意。李夢陽此句形容瀑布之明亮潔白使人心生快慰，以「爝焯灼」、「

的皪」代換常見形容光亮皎白之字詞來形容瀑布，意象更加豐富。 

 

（二）倒字法 

 

    鍊字時所使用的倒字，是將用字的排列順序重新排列，攪亂原本平板的文

句，製造出一種新鮮的趣味，一方面達到「陌生化」的效果，一方面也可變換語

法，或是達到音節協律的效果。以下列字句為例： 

 

◎萬人波逐，千騎林騁。〈貢禽賦〉 

    此句當為「萬人逐波，千騎騁林」，李夢陽卻將句子重新排列，將動詞移至

句末，造成新奇的效果，同時也與上句「祖禡皆作，劇閑齊警」協韻。 

 

 

                                                 
33 〔晉〕郭象注，〔唐〕成玄英疏，〔唐〕陸德明釋文，〔清〕郭慶藩集釋，《莊子集釋》，（台北：
世界書局，1998年），頁 12。 

34 〔秦〕呂不韋撰，〔漢〕高誘註，《呂氏春秋》，（台北：藝文印書館，出版年不詳），頁 321。 
35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高雄：高雄復文圖書，1998年），頁 485。   
36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高雄：高雄復文圖書，1998年），頁 483。   
37 〔宋〕陳彭年等重修，《新校正切宋本廣韻》，（台北：黎明文化，1998年），頁 521。 
38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高雄：高雄復文圖書，1998年），頁 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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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喬榦而託處，信于飛而頏頡。〈鵲賦〉 

    《詩經．邶風．燕燕》：「燕燕于飛，頡之頏之。」《傳》：「飛而上曰頡，飛

而下曰頏。」而此處則倒文為頏頡，與上句「有翩翩之珍鳥，秉陽剛而含哲」協

韻。 

 

◎生直俾之曲兮，民炎門躓而肉魚。〈宣歸賦〉 

    此處「魚」通「漁」，為用不正當的手段掠奪、謀取之義。《商君書．修權》：

「秩官之吏，隱下以漁百姓，此民之蠹也。」39多見於「漁肉鄉民」、「魚肉百姓」 

之詞。李夢陽倒文為「肉魚」，與上句「陋嚘咿之僑態兮，譸傴僂唯唯趑趄」協

韻。 

 

◎受曰含弘，通曰流形。〈水車賦〉 

    此句句法，當為「含弘曰受，流形曰通」，李夢陽卻倒文為之，一方面重新

調整句式，一方面也與上句「長槽引之，無寫弗通」協韻。 

 

（三）增減字法 

 

    王夫之《夕堂永日緒論．外編》曰：「言必曲暢而伸，則長言而非有餘；意

可約略而傳，則芟繁從簡而非不足。」40「詞約旨豐」一向是為文者希冀達到的

境地，然而過於簡省導致無法通達旨意時，增字亦有增加情態、達旨意、成對文

之功。以下列字句為例： 

 

◎眾靸沓以自媚兮，焉誰察余之懮（懮）。〈省愆賦〉 

    〈省愆賦〉行文句式仿〈離騷〉，上句為六字句綴兮字，下句為六字句。此句

若減去句末之「懮」字，亦不妨其義，然而增加一字，使之成為疊字，則更加強

調了其情感的強度，將文氣拉長。 

                                                 
39 〔秦〕商鞅著，賀凌虛註譯，《商君書今註今譯》，（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頁

117-118。 
40 〔明〕王夫之撰，《夕堂永日緒論外篇》，收入《船山遺書》（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
頁 4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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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獨怪）夫謇博之罹患兮，親好修而逢殆。〈述征賦〉 

    在騷體句型中，代表作者主體性的「余」、「吾」及一些虛詞的增加，並不罕

見。增加此類字詞，並不妨礙全文的解釋。以此句為例，減去「余獨怪」三字，

其意義並沒有多大改變，與上下文語境亦十分融洽。然增此三字，在行列整齊的

句式中，作者之主體意識、情感不著痕跡地暴露在讀者面前，使賦文不再僅是辭

藻的堆砌，更貼近作者的生命。 

 

◎ 岳岳，崝 崿岞。〈大復山賦〉 

    「 」見《字彙．山部》。《古文苑》收錄揚雄〈蜀都賦〉：「 輵嶰，礫

乎岳岳。」下注：「總言眾山森列爭高峻之貌。」41李夢陽合揚雄二句為一句，

亦指眾山爭高之貌。至於「崝」字，說文解字：「崝，嶸也。」42揚雄《方言》：

「崝，高也。」43揚雄〈河東賦〉：「乘翠龍而超河兮，陟西嶽之嶢崝。」孫綽〈游

天台山賦〉：「披荒榛之蒙蘢，陟峭崿之崝嶸。」故「崝」亦形容山高貌。「 」

字見「 」一詞，《玉篇．山部》：「 ，亡頂切。 ，山名。」左思〈吳都

賦〉：「爾其山澤，則嵬嶷嶢屼， 鬱岪。」李善注：「 鬱岪，山氣暗昧之

狀。」44《集韻．迥韻》：「 ，山高貌。」「崿岞」即「岝崿」《廣韻．入聲．

鐸韻》：「岝，岝崿，山高。」45形容山高不是直接陳述，而用「 岳岳，崝

崿岞」表示，前四字合揚雄〈蜀都賦〉「 輵嶰，礫乎岳岳」句而來，減去四

字，使文氣輕靈；後四字則堆砌相同字義而成，此句使得景象生動起來，如見群

山森列。 

 

◎思范楫以依徒兮，願附孔而海桴。〈放龜賦〉 

    「桴」是用木、竹編排成的木筏或竹筏。《論語．公冶長》：「子曰：道不行，

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也與！」46李夢陽運用此一典故，卻將「乘桴浮於海」

                                                 
41 〔宋〕章樵注，《古文苑》，（臺北市：鼎文書局，1973年），頁 98。 
42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高雄：高雄復文圖書，1998年），頁 441。   
43 〔漢〕揚雄撰，〔晉〕郭璞注，《方言》，（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年），卷 6，頁 13。 
44 〔梁〕蕭統撰，〔唐〕李善注，《文選》，（臺北市：藝文印書館，1998年），頁 85。 
45 〔宋〕陳彭年等重修，《新校正切宋本廣韻》，（台北：黎明文化，1998年），頁 508。 
46 毛子水註譯，《論語今註今譯》，（台北市：台灣商務，1984年），卷 5〈公冶長〉，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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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減字重組為「海桴」，使其與上句相對，亦不妨文義。 

 

    李夢陽要人「究心騷賦於漢、唐之上」，其賦仿騷摹漢，在其字詞的運用上，

亦頗習前人鍊字功夫，文章中屢見以古字換常見字之處。故招致「艱深詰屈」之

批評，然其字句或變易俗字，或顛倒順序，或增減字句，都能觸發殊異之感，收

新奇之效。 

 

 

四、修辭音律 

 

    修辭是一門語言運用的藝術，音律更使語言豐富而瞻美。然而修辭並不是一

味追逐技巧，音律也不是一昧講求平仄工對，若因此遺忘文章真正內容本質，徒

有華麗詞藻修飾堆砌，音聲巧美，反而不能成諸佳篇。修辭技巧及音律相諧都是

為了使作者用更好的方式表達文章意旨，故以下分類討論李夢陽辭賦中「用典」、

「對偶」與「聲律」之情形。     

 

（一）用典 

 

    《文心雕龍．事類》：「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所論即為用典。張黔在

〈古詩詞用典的文化審美意義〉一文提到：「在運用典故後，作品的歷史內涵立

即獲得了擴張，短短的幾個字告訴讀者的，除了客觀事實本身外，實際上還包含

著這一事實所折射出的古人對人生的理解和古人的境遇對後人的啟發。」47 故

用典實際上亦是一種重要的修辭方法。至於用典的方式，《文心雕龍》將之分為

兩類，一是「舉人事以徵文」，一是「引成辭以明理」。而其運用的方式，依照張

仁青《駢文學》之分類，有：明用、暗用、反用、借用、活用五類，48以下依照

順序敘述之。 

 

                                                 
47 引自張黔著，〈古詩詞用典的文化審美意義〉，《華夏文化》，1998年 4期，頁 33。 
48 張仁青著，《駢文學》，（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頁 148-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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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用 

     

於文中徵引典據，明言其人或其事者，即為明用。於李夢陽篇中十分常見，

試以下列句子為例： 

 

◎民死等于鴻毛，亦有重於泰山。〈哭白溝文〉 

    《漢書．司馬遷傳》：「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

異也。」49李夢陽用此典故而稍加更動，將通稱的「人」改為在戰場上為國犧牲

之「軍民」，突顯其為國捐驅，意義有如國殤，故有重於泰山。 

 

◎彧何以顛，操何以振，飛何以屈，檜何以伸。〈疑賦〉 

     荀彧，漢末大亂時，原本在袁紹門下，然因臆度紹不能成大事，於是追隨

曹操。曹操曾稱他為：「吾之子房也。」《魏氏春秋》稱其：「德行周備，非正道

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為儀表，海內英雋咸宗焉」、「鍾繇以為顏子既沒，能

備九德，不貳其過，唯荀彧然。」50然而此等人才，下場卻是「太祖（曹操）饋

彧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51而曹操終成就其功業。至於秦檜、岳

飛事，《宋史．岳飛傳》後之評論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為將，代

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飛北伐，軍

至汴梁之朱仙鎮，有詔班師，飛自為表答詔，忠義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諸葛孔

明之風，而卒死於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讎可復，宋恥

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52李夢陽于〈疑賦〉中，提出許多對立不合理

之事，此處運用荀彧、曹操及秦檜、岳飛事，雖人盡皆知，更突顯出其不合理之

處。 

 

 

                                                 
49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台北：洪氏出版社，1975年），卷 62，頁 2732。 
50 〔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新校本三國志注附索引》，（臺北市：鼎文書局，1980年）
卷 10，頁 318。 

51 〔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新校本三國志注附索引》，（臺北市：鼎文書局，1980年）
卷 10，頁 317。 

52 〔元〕脫脫等修，《宋史》，（台北市：藝文印書館，1951年），卷 365，頁 4550-4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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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員奔吳兮，屈生浮湘。〈哀郢賦〉 

    楚平王囚伍員父伍奢，並召其二子至，稱其不至則殺伍奢。伍員認為：「楚

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 ，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為質，詐召二子。二子

到，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

恥，俱滅，無為也。」53於是往奔吳國。而屈原因君王聽信讒言而被絀、被流放，

沉汨羅而死。〈哀郢賦〉全文鋪陳楚事，並用伍子胥奔吳、屈原投江典故，烘托

出往事滄涼之感，增添哀思。 

 

◎軫雄虹之迅光兮，愾烏白與馬角。〈述征賦〉 

    《博物志》：「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思，欲歸，請于秦王，

王不聽，謬言曰：『烏頭白，馬生角乃可。』丹仰而歎，烏即頭白，俯而喈馬生

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為機發之橋欲陷丹，丹驅馳過之而橋不發遁。到關，關

門不開，丹為雞鳴，於是眾雞悉鳴，遂歸。」54李夢陽作〈述征賦〉以自述遭械

繫北行之事，由故鄉至京城的途中，滿腹的憤怒冤屈化為文字，感慨燕太子丹「烏

頭白馬生角」等戰國楚事，然而戰亂離禍一直存在，又有誰能避免？ 

 

2.暗用 

     

張仁青《駢文學》中提及：「徵引典實，須渾然天成，莫測端倪，有如羚羊

挂角，無跡可求。又如著鹽水中，無跡有味。使博雅者見之，知文中尚有玄機，

而腹儉者讀之，亦能望文而生義。」55暗用典故使人乍看不知其用典，細推敲方

知其出處，以下列句子為例：     

 

◎長竿巉巉翼紛若，截為雙簫雛鳳鳴，任心吹之靈霧生，乘鸞挈友騰煙霧。〈竹

石賦〉 

    〈竹石賦〉中此四句，乍看僅是提及竹之作用，可截為簫，簫聲之美可致靈

霧，彷彿能騰雲駕霧。事實上，其典出《列仙傳》：「蕭史者，秦穆公時人也，善

                                                 
53 〔漢〕司馬遷撰，《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臺北市：鼎文書局，1987年），頁 2172。 
54 〔晉〕張華撰，范寧校証，《博物志校証》，（台北：明文書局，1981年），卷 8，頁 95。 
55 引自張仁青著，《駢文學》，（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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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簫，能致孔雀白鴿於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

鳳鳴，拘束年，吹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公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

一旦，皆隨鳳凰飛去。」56 

 

◎覽靈波之汪洋兮，惋九河之善崩。〈弔康王城賦〉 

    此句言眺望汪洋肆恣之風浪，歎惋河流之易崩。「九河」一詞甚為常見，然其

確實為古河道名，見《爾雅注疏》：「從釋地已下九河皆禹所名也。」57《尚書．

禹貢》：「九河既道。」注曰：「河水分為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九河：徒

駭一、太史二、馬頰三、覆釜四、胡蘇五、簡六、絜七、鉤盤八、鬲津九，出《爾

雅》。」58 

 

3.反用 

     

運用典故時，反用其義者謂之反用，以下列句子為例： 

 

◎惟堅僻之類忠兮，任飛廉而不疑。〈吊申徒狄賦〉 

    不信任堅貞忠直之士，反而謂之欺君，卻能毫不遲疑地任用飛廉、惡來、雷

開之徒。「飛廉」或作「蜚廉」，《史記．秦本紀》：「其玄孫曰中潏，在西戎，保

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

王之伐紂，并殺惡來。」59此處反用飛廉典故，以其助紂為虐而不疑。 

 

◎睹彊柔之鬮嚌兮，唾陽侯之懦怠。〈汎彭蠡賦〉 

    明．周嬰《巵林》「陽侯」條下曰：「《水經注》曰：『渭水東逕陽侯祠北漲，

輒祠之。此神能為大波，故配食河伯也。』析曰《淮南子》曰：『武王渡于孟津，

陽侯之波逆流而擊高。』誘注曰：『陽侯，陵陽國侯也，其國近水，溺死于水，

                                                 
56 引自〔漢〕劉向著，《列仙傳》，卷上〈蕭史〉，（台北市：廣文書局，1987年），頁 150。 
57 引自〔晉〕郭璞注，〔宋〕邢昺校定，〔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爾雅注疏》，（臺北市：

藝文印書館，1955 年），頁 121。 
58 引自〔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十三經注疏：尚書正義》，（臺北市 : 藝文印書

館，1955 年），頁 80。 
59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台北：洪氏出版社，1975年），卷 5，頁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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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神能為大波，有所傷害，因謂之陽侯之波。』揚雄賦『陵陽侯之素波』，應劭

曰：『陽侯，古諸侯也，有罪自投江，其神為大波。』予以為非也。《論語》摘輔

象曰：『伏羲六佐陽侯為江海』，宋均注曰：『主江海事也。』陽侯之波，義蓋本

此。」60無論何義，「陽侯之波」皆謂大波，能為災害，李夢陽用此典，卻反用

之而嘲其懦怠。 

 

◎公輸無所措其巧，王爾秪自慚其拙。〈螺杯賦〉 

     揚雄賦文：「般、倕棄其剞劂兮，王爾投其鉤繩」，顏師古注曰：「般，公輸

般也。倕，共工也。王爾亦巧人也。」61公輸般、王爾皆有名之巧人，然李夢陽

反用此典故，烘托出螺杯之精巧，公輸般、王爾也要相形見絀。 

 

4.借用 

     

借用乃僅取古人詞語，而不用其文意者也。以下列句子為例： 

 

◎娥眉入室女斯妒兮，厥亦世之故也。〈送河東賦〉 

     「蛾眉」典故，見《詩經．衛風．碩人》：「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

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62原本指的是美人之眉細長而彎，如蛾之觸鬚。此

李夢陽用「蛾眉」之詞，非以指眉，卻是以之代美人之通稱。 

 

◎信枯楊而再華兮，懼身微而命彰。〈弔鸚鵡州賦〉 

    首句形容枯萎之楊木也有再開花的機會，為一比喻，然其典見《易》：「九五

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

亦可醜也。」63李夢陽用「枯楊生華」之詞語，卻無《易經》之深義。 

                                                 
60 〔明〕周嬰著，《巵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

858，頁 16。 
61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台北：洪氏出版社，1975年），卷 87，頁 3530。 
62 引自〔唐〕孔穎達等正義，〔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臺北市： 藝文印書

館，1955 年），頁 129。 
63 引自〔唐〕孔穎達等正義，〔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周易正義》，（臺北市： 藝文印書

館，1955 年），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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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活用 

 

   張仁青《駢文學》認為活用的定義是：「使事用典，貴能靈活變化，宜令『事

為我使』，而『不為事使』，直將故事之內涵與自己之立意所在，融為一體，孰水

孰鹽，莫見痕跡。故運典技巧高超者，雖死事死句亦可以靈活運用，極盡出神入

化之能事，而達到雅俗共賞之目的。」64舉凡靈活運用典故，能與作者本身文意

相融合映襯之用典，即為活用，以下列句子為例： 

 

◎瑳巧笑以回瞬，目盈盈而流盻。〈漢濱賦〉 

    語出《詩經．衛風．碩人》：「巧笑倩兮，美目盻兮。」65然李夢陽用之形容

漢濱之神女時，就原句增減字詞，並加入美女回眸轉瞬的姿態，使得影像更加立

體生動。 

 

◎爰惟政本，氓哉爾欣。〈河中書院賦〉 

    此典出自《尚書．周書．五子之歌》：「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

本，本固邦寧。」66李夢陽〈河中書院賦〉為表揚呂經廢廟建書院，使得「民翕

翕欣若有興也」之主旨，將「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典故轉化成「爰惟政本，

氓哉爾欣」的結論。 

 

◎尼聖尚有茲鄭門兮，矧吾庸鄙而過頗。〈緒寓賦〉 

    孔子與鄭門的典故出自《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

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

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

狀，末也。而謂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67李夢陽作〈緒寓賦〉時，正是他

                                                 
64 引自張仁青著，《駢文學》，（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頁 160。 
65 引自〔唐〕孔穎達等正義，〔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臺北市： 藝文印書

館，1955 年），頁 129-130。 
66 引自〔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十三經注疏：尚書正義》，（臺北市 : 藝文印書

館，1955 年），頁 100。 
67 〔漢〕司馬遷撰，《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臺北市：鼎文書局，1987年），頁 1921-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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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住去職，寓居襄陽之時。故他用孔子被鄭人目之為「喪家之犬」的典故比擬自

己的處境，聊以自慰。  

 

 

（二）對偶 

 

    《文心雕龍．麗辭》：「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

文辭，運裁百律，高下相須，自然成對。」運用對偶乃自然而成，非刻意經營。

又言：「凡有四對：言對為易，事對為難，反對為優，正對為劣。言對者，雙比

空辭者也；事對者，並舉人驗者也；反對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對者，事異義同

者也⋯⋯凡偶辭胸臆，言對所以易也；徵人之學，事對所以為難也；幽顯同志，

反對所以為優也；並貴共心，正對所以為劣也。」提及對偶之種類及基本原則，

後人對於對偶之方法有更細膩的分類，「唐上官儀有六對之說，皎然有八對之論，

而空海《文鏡秘府論》且擴為二十九種。」68儘管對偶分類繁多，但黃慶萱《修

辭學》認為：「對仗的名目雖多，但從句型上分類，不外乎句中對、單句對、隔

句對、長對四種。」69本文依此四類就李夢陽賦篇中的對偶情形加以整理： 

 

1. 句中對： 

 

    又稱「當句對」、「本句對」、「連環對」，指句子之中自成偶對者。李夢陽賦

篇中的句中對，以下列句子為例： 
 
鳳鳴翩翩，群唾眾愆。〈疑賦〉 
 
鄰牛茹虎，冀虎德予。〈疑賦〉 
 
窿象天體，方則地矩。〈鵲賦〉 
 
頓之靡安，心焦意煩。〈螺杯賦〉 

                                                 
68 引自張仁青著，《駢文學》，（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頁 97。 
69 引自黃慶萱著，《修辭學》，（台北市：三民書局，1975年），頁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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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悅情愛，悟義推德。〈螺杯賦〉 
 
貴賢游德，麟遊鳳儀。〈貢禽賦〉 
 
水潤火晅，義培仁灌。〈四友亭賦〉 
 

2. 單句對： 

 

    又稱「單對」，即單句相對，為對仗之基礎，最為常見。李夢陽賦篇中的單

句對數量甚多，以下列句子為例： 
 
上冠星精，下首地絡。〈大復山賦〉 
 
翩兮驚鴻，恍若裊電。〈漢濱賦〉 
 
義備晦明，智敵風雨。〈鵲賦〉 
 
刃剸其骼，戈穿于喉。〈哭白溝文〉 
 
侍中顛隕兮，扁鵲被劉。〈述征賦〉 
 
逐臣兮江濱，放子兮辭疆。〈嚏賦〉 
 
聚膏以為崇，滲津以成川。〈大復山賦〉 
 
索白茅而構菴兮，斲桂衫而為室。〈鈍賦〉 
 
鴟鴞萃而翔舞兮，鳳鳥飢而夜食。〈省愆賦〉 
 
盻白河之蒸雲兮，僾中原之勁風。〈緒寓賦〉 
 
孔桴海而曾思兮，伯陽西而流沙。〈寄兒賦〉 
 
體孔言以居易兮，遵孟訓而行法。〈俟軒子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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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易濱以彳亍兮，泝金臺兮邅遰。〈送河東公賦〉 
 
天剡剡以梟牢兮，日翳翳而荒涼。〈送河東公賦〉 
 
箕子狂而悲歌兮，彼比干固以菹醢。〈述征賦〉 
 
朝余發于星之墟兮，暮弭節乎冀之野。〈送河東公賦〉 
 

3. 隔句對 

 

    又稱「雙句對」、「偶句對」、「偶對」。即第一句與第三句對，第二句與第四

句對。李夢陽賦作中隔句對的例子如下： 
 
棟宇頹折兮，四顧無垣；鴿雀鳴噪兮，雪壅其門。〈弔于廟賦〉 
 
悶踽踽以潛處兮，情蹇產而畫一；闃跼蹐以後時兮，寂蒙滕而藏密。〈鈍賦〉 
 
食倀倀而罔甘兮，寢輾轉而反側；步踽踽而有望兮，坐默默而自語。〈思賦〉 
 
路遼逴之裔裔兮，埃風旋而簸揚；煙液蒸而練練兮，夕吾次於沱陽。〈述征賦〉 
 
惟先生之貞嫮兮，幼崇方而嗜修；則英賢之遺矱兮，志皋伊而願仇。〈送河東公

賦〉 
 
太行吟之迤邐兮，喦壤盧而起伏；踐桑乾之嶉凌兮，冒涿霧之綽約。〈送河東公

賦〉 

 

4. 長對 

 

    兩句以上相對者謂之長對，又稱「長偶對」。此類型在李夢陽賦作中並不多

見，如： 

 

怍多露於蔓草，矩漢廣之貞游，戒有粲之奔密，慕娥英於湘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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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柔袂以掩涕，寄朋素於明璫，效雞鳴之贈珮，厲霜心於鮫光。〈漢濱賦〉 

 

則大壯以弘義，乃取乎上棟下宇，法三才而樹本，故使之下方上圓； 

懼窒閉之傷順，則以之四洞八達，惡巧麗之賊久，斯尚夫樸厚渾全。〈四友亭賦〉 

 

日為之視，風為之聽，雨為之沐； 

雷為之醒，煙為之韻，神為之冥。〈四友亭賦〉 

 

（三）聲律 

 

    《文心雕龍．聲律》：「聲畫妍蚩，寄在吟詠，吟詠滋味，流於文字。」而李

夢陽在〈題東庄踐詩後〉提到：「情動而言形，比之音而詩生矣！⋯⋯發之者言，

成之者詩也。」以為賦文之創作，乃由情啟動，然後形諸言，中間必須比之音，

方能完成。此外，又在〈再與何氏書〉中提及作文之法：「古人之作，其法雖多

端，大抵前疎者後必密，半闊者半必細，一實者一必虛，疊景者意必二。此予所

謂法，圓規而方矩者也。沈約亦云：『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

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各異。』即如人身，以魄載魂，生有此體，即有此法也。」

可見李夢陽視音韻聲律同為「尺寸古人」的基本元素。但李夢陽於辭賦作品主張

「祖騷宗漢」，雖說「不廢六朝」，然而對於專講音韻叶美的賦作，並不以為正格。

故其賦作多音節鏗鏘、音韻自然諧和。考察其押韻方式，約有以下幾種： 

 

 

1.隨時押韻 

 

    隨時押韻表示其押韻無一定規律，乃隨著語辭的意義而押韻，多見於散文賦

中，以〈大復山賦〉之序與首段為例： 
 

夫大復山者，荊徼之名山，淮實出焉。淮過桐柏，始著於是（紙）。禹道

淮桐柏始（止），淮、山二精發於何生，產諸申陽，何生於是自稱大復子

（止），實非遺淮，要有攸先焉耳（止）。余珍其人，爰造斯賦，不煩諦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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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意畢矣，然辭猥調邇（紙），知音君子（止），諒有譏焉。或曰：此山胎

簪，亦其名云。 

 
噫吁！戲厥山峻崛岪兮，填鴻龐而導九川（先）。爾其巗巒 ，崆巃巍

。增崟重崒，合沓蔽日，曲勃焉安。連巉巉而棧棧，迺有危峰七十。

岳岳，崝 崿岞，松柏蒙焉（仙）。千里望之，蟺蜒飛飛兮，若鬬龍之

附於天（先）也。頫而察之萬山，駢戢劍，森戟攢，爛若踴蓮（先）。下

則無底之谷，呷坤維而曳玄淵（先）。70 

 

畫線者為韻腳，可以觀察到引文中之押韻情形並不規律，似隨語辭意義變換而為

之。李夢陽賦篇中採隨時押韻者，皆為散文體賦作。 

 

2.隔句押韻 

 

隔句押韻即每兩句一韻，少者四句，多則數十句，每隔一句即用韻，十分規

律，此種押韻方法在李夢陽賦作中最為常見，無論是騷體賦、詩體賦、駢賦皆可

見隔句押韻之例，以〈觀瀑布賦〉首段為例： 

 

坌炎陽以北邁兮，遡敷原之上疆（陽）；遵嶽南而遐陟兮，廓睛流而志揚

（陽）。日旎旎以景旟兮，嶃崎嶇乎微行（唐）；峰吞吐而迓余兮，嵐捭翕

而颺路（暮）。超歸宗以翹盻兮，覯開先之瀑布（暮）；諗前記而髣髴之兮，

眩飛空之孤形（青）。誦銀河之逸句兮，精陟天而九征（清）；挾巖潭以上

氣兮，接神漢而並垂（支）。積雲左右以傳彩兮，霞表裏而秀姿（脂）；沫

霏霏之晝霧兮，崖丹翠滌而蕤蕤（脂）。光金黛而亙霄兮，浩呼洶之湧湧

（腫）；龍朝帝以潮從兮，虹為梁之總總（董）。韡若華以西曜兮，東扶木

兮倚明；星辰涵而布錯兮，岳瀆影之其中。絢練恍惚百怪潛兮，勢明晦而

無恆（登）； 之若住忽奔噴兮，石雷壑而驟崩（登）。經香罏以熨紫兮，

破雙劍而冰攢；踰黃巖以珠迸兮，籠玉殿而金煙。濯炎女之玄髮兮，苔離

                                                 
70 畫線字為韻腳，後之括號為韻部，查自〔宋〕陳彭年等重修，《新校正切宋本廣韻》，（台北：
黎明文化，1998年）首段引文押「止」（止紙古通）韻；次段引文押「先」（先仙同用）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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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而永生（庚）；掛洞宮之 兮，隱芝箭而懷情（清）。沸混混之爛爛兮，

颯瑟馺而涼風（東）；泉滾滾而安竭兮，孰尋源而卒窮（東）。毖劃剨以繙

紛兮，渥華巔而分派（卦）；水簾谷簾亞之揚兮，靈終古而并戴（代）。 

 

幾乎全部句子都隔句押韻，其押韻的情形十分明顯，李夢陽賦作中除了少數隨詩

押韻之散文體賦作外，幾乎全採隔句押韻。 

 

3.連續押韻 

 

    所謂連續押韻者，指的是在賦篇中有連續三句以上皆用韻的情形，連續押韻

在李夢陽賦作中，僅有〈熊士選祭文〉中出現： 

 

      仲夏之交，我舟南邁，衝沙改路，浩浩江瀨。顧瞻劍浦，有墳山阿，慨思

哲人，攬涕滂沱。惟斯哲人，志超美心（侵），如玉如金（侵），英其德音

（侵）。豸巍於冠（桓），立朝之端（桓），如鷙戢翰（寒），鳥棲弗安（寒）。

聯裾並珂，喟昔京室，晨遊繼燭，宵吟見日。形忘道孚，死生膠漆，妖祲

中昏，塌翅各歸。天清地寧，重離再輝，我乎南來，哲人玉頹，蕙零松摧。

不見顏儀，見此夜臺。絕絃為誰，掩袂徘徊。百身願贖，返魂無丹。巨川

滔滔，林原盤盤。車停馬駐，孰知我嘆，尚饗。71 

 

〈熊士選祭文〉全篇押韻，其中甚至有三句（以上）連續押韻的情形，在李夢陽

賦作中僅見此處有連續押韻之現象。 

 

    李夢陽辭賦中大量運用典故，引事比類，援古證今，尤其偏好藉古人之事澆

一己之塊壘。除少數單純詠物賦較不見運用典故之例，其餘篇什皆可見綿密用

典。甚至是在工整之對偶形式中，李夢陽亦能運用裕如。另外，由於李夢陽視音

韻聲律為「尺寸古人」之要素，又主張辭賦作品正格應「祖騷宗漢」，故其賦作

                                                 
71 畫線字為韻腳，後之括號為韻部，查自〔宋〕陳彭年等重修，《新校正切宋本廣韻》，（台北：
黎明文化，1998年）前三句押「侵」韻；次四句押「寒」（桓寒同用）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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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仿楚騷、漢賦，音節鏗鏘、音韻自然諧和，少見刻意求工逞才之作。 

 

 

 

 

第二節  李夢陽辭賦的內質 
 

    思想與情感乃文學作品之重要內涵，若文學作品中缺乏情志，則通篇麗辭缺

乏靈魂，李夢陽主張「情者動乎遇，遇者因乎情」，文學作品緣真情而生，故此

節討論李夢陽辭賦中之內質，即前所述「賦家之心」，討論其賦作中所蘊含之「情

感」與「思想」，最後綜論其「氣力與風格」。       

 

 

一、情感 
 

    《文心雕龍．情采》：「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

而辯麗本於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

暢，此立文之本源也。」言情感於文章之重要性，文章缺乏作者情感，猶如缺少

靈魂的行尸走肉。然而，明代前期帝王在文化思想方面，提倡程朱理學，並以經

義八股取士，限制士人思考，堅持「存天理，去人欲」的結果，理學左右文人的

思想，同時也影響了明朝前期的文學創作走向溫柔敦厚、平淡雅正的風格。針對

理學滲入文學作品的現象，李夢陽以倡言復古，重視情性加以反擊。李夢陽〈送

楊希顏序〉言：「夫歌以永言，言以闡義，因義抒情，古之道也。」〈梅月先生詩

序〉也說：「情者動乎遇，遇者因乎情，詩者形乎遇。」〈論學上篇第五〉：「情者，

性之發也。然訓為實，何也？天下未有不實之情也，故虛假為不情。」有感於時

人作文「出於情寡而功於詞多也」，李夢陽提出沿襲古人文學形式，但「以我之

情，述今之事」來呈現作品的獨創性。其賦作中所反映、敘說出的情感，大約有

以下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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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感士不遇  

     

「士不遇」是中國文學中常見的主題，在辭賦中更是低吟不絕。春秋戰國時

期，「士人」是保有自我立場，擁有主動追尋明君以實踐救世理想的個體；然而

在君主一統的情況後，士人在政治上失去主動的地位，淪為被動的、順從的、不

由己身的狀態，因而生出不遇之歎。對於士人出處之際的心態，許芳紅〈「士不

遇」文學主題成因初探〉言：「唯其『入世』，才使他們對現實人生有著刻骨銘心、

浸透血淚的生命體驗，有著對美好境界的執著；而唯其『獨立』，才使他們不失

心靈的自由，不失真實的美學追求，以致各自成就了獨具品格的藝術境界。可是，

恰因獨立人格追求與現實環境間的不適或矛盾，往往又使他們多半落於自身不容

於時、見棄於世的遭遇。」72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信而被疑，忠而見棄」

的遭遇，成為士人謳歌的悲曲。在本文第二章第二節中，已詳述李夢陽仕途之多

舛，呈現於賦作當中，自多不平之氣。其表現方式，則有「直抒胸臆」、「傷悼古

人」、「託物寄興」幾種： 

 

1. 直抒胸臆 

 

    于賦篇中直接抒發己身之遭遇，澄清己志。如：〈鈍賦〉中抒發自己懷才不

遇，立於孤懼之情境： 

 

      喟時俗之反覆兮，常寶偽而棄真；斥莫邪使不御兮，挈鈆刀而自珍。吾縱

有湛盧與龍泉兮，反孤立而危懼。 

 

又如〈述征賦〉中以鳳鳥自喻，敘述自己以身殉道而不悔的決心： 

 

      已矣哉！鳳鳥之不時，與燕雀類兮；橫海之鯨，固不為螻蟻制兮。誠解三

面之網，吾寧溘死于道路而不悔兮！ 

 

                                                 
72 許芳紅著，〈「士不遇」文學主題成因初探〉，《淮陰師範學院學報》，1999年第 6期，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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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愆賦〉中，發覺自己年歲漸長，卻仍無事功，屢遭坎坷而憂慮不已： 

 

      惜余年之強壯兮，常坎軻而滯留；憐鬒黟之漸變兮，恐芳草為之先秋。情

有感而難忘兮，性有糺而不釋；念昔者之周渥兮，孰堅忍而拋擲。闃紆壹

以忳瞀兮，竊陳詩以自抒；懼言弱而道阻兮，恆湣隱而思慮。 

 

〈宣歸賦〉直接而猛烈的攻擊了掌權之奸佞，結黨營私、貪婪污穢，排擊正直之

士，造成廉德之士無立錐之地，徒嘆不已： 

 

      疾余生之蠢持兮，性重剛而習坎；吾既倖直獲斯厲兮，孰復訟心於顑頷。

悲群志之詭異兮，恆忌勝而營己；與己好則曰好兮，忍憯蛾眉而攻毀。繄

聖人無小大兮，吾聞大道以天下為公；彼黨同以掩飾兮，擊非儔而謂忠。

惟古人之醜偽兮，迸四夷而投北；胡今士之婪穢兮，廉之則云伐德。 

 

李夢陽在賦篇中，對於混淆君聽、排擊異己之小人，往往大加抨擊，同時對於自

己徒有長才卻不能一展抱負耿耿於懷，言辭中多見無奈及憤恨之情，不加掩飾。 

 

2.傷悼古人： 

 

    李夢陽賦作中，亦多引古人之事自況，而發抒自己不遇之愁緒。如：〈吊申

徒狄賦〉藉申徒狄負石沉河事，感慨其人，末段重曰： 

 

      重曰：昔有大夫，曰申徒兮；懷瑾弗展，負石投河兮。冤抑內憤，靈汎濫

兮；湍瀨礚礚，愁人心兮。忠回倒植，固庸態兮；嗚呼！先生女又何懟兮，

伯夷子胥，與爾為類兮！ 

 

賢者懷瑜而莫展，非徒申徒狄一人，欲寬慰之，卻更突出其傷感。又如：〈弔于

廟賦〉藉于謙事感慨英雄雖有安國定邦之功，卻仍遭遇不幸： 

 

      何先生遭不造兮，定危邦而永存；用才者終固鮮兮，孰震滿而完身。顧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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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京兮，追念雙帝；組頸為虜兮，單馬北逝。虎臣視而誰何兮，英雄竄而

蓬蒿；有憤壅蔽而發疽兮，亦有垂成而反被劉。 

 

過鸚鵡洲，藉〈弔鸚鵡洲賦〉思禰衡事有感仕宦生涯的種種挫折，問禰衡為何不

深藏遠遊，全身避禍？其實也正是作者對自己的疑問： 

 

      何先生之靈嫮兮，獨不深藏而遠游也；偭取方以捐育兮，吾恐睿者之所充

也。繄炎鼎之既淪兮，世淆濁而崩改；操梟視而虎噬兮，祖又貪夫厥土。

荃縱不甘心于厥儔兮，獨不可色斯舉也；嶢嶢者將必缺兮，余固知仇者之

不與也。 

 

至於〈哀郢賦〉，名稱即仿〈哀郢〉而來，有以古諷今之意，楚王不能修德任賢，

反而聽信讒言，最後導致滅亡，以古驗今，更使人擔憂不已： 

 

      伍員奔吳兮，屈生浮湘；懷行罔返兮，厥民用喪。蘭臺肆侈兮，玉差進淫；

陽春消歇兮，黃鳥沾襟，陵井塌而狐穴，俾人哀而迄今。 

 

藉著對古人之事提出評論、感慨，同時也將自己的遭遇委屈加入，再次咀嚼一番，

其憂怨傷感的情感強度，更進一層。 

 

3.託物寄興 

 

    賦作中描寫飛禽植物、歌詠美人之類，大多不能單純以為詠物看待，其中或

者寄託了作者的理想形象，或者以失寵後的惆悵，來表現賦家不遇之滿腹愁情。

以〈放龜賦〉為例，作者以「龜」自喻： 

 

      醜混混以流形兮，孰厥龜而副嘉；外負介以昭武兮，內文柔而靜遐。體穹

窿以則乾兮，履坤方而袪慝；鄙饕餮之諛世兮，寧吞浮而飲息。沐澄泠以

棲寂兮，戢潭荷而保身；文於列以布象兮，色蒼古而玢璘。景至人之赴義

兮，將刳中以效誠；怨穆卜之靡諧兮，懼捐軀而莫明。 



138  李夢陽辭賦研究 
 
 
 

 

賦予「龜」潔身自持，忠誠赴義之形象，同時也是作者的自白。另外〈朱槿賦〉

中，描寫花卉得到主人青睞時之姿態： 

 

      或爾托文堂之隙寓，奉君子之榮輝，側朱陛以敷蔭。競葵榴於赤墀，屈纖

枝於皓腕，徵瓠齒而清歌，嘆形微而寵重，屢回笑而增酡。 

 

朱槿花千嬌百媚之時，正如士人得遇時的意氣風發，得以施展拳腳。然而花落後

的境遇，猶如失寵後的美人，也像失去利用價值的臣子，痛心疾首，黯然涕零： 

 

      掩團扇而涕零，徙長門而望闕；攀斯木以凝盻，掇霣萼而中熱。足將進而

踟躕，立長廊之肅陰；軫蘭臺而首疾，咎增城而痛襟。 

 

賦家所詠之物，原本為客觀物體，然而因為作者主觀意識的注入，成為嘆士不遇

情感的載體，使得客觀的「物」也鮮活起來，栩栩如生，為作者泣訴不遇之傷懷。 

 

（二）親友之情 

 

    在李夢陽賦作中，另一項感情抒發的特出之處，便是親友之情的展現。《今

備獻遺》稱其子李枝：「善文賦，有父風。」故父子或同題共賦，如：〈放龜賦〉；

或以賦文魚雁往返，如李枝以〈離思賦〉寄李夢陽，他則回覆〈寄兒賦〉，敘述

自己的近況及心境： 

 

      駐余馬于梁之臺兮，又逍遙乎大堤；睨嵩岑之峻極兮，覽長河之逶迤。嘅

伊阻之自貽兮，汝隔離而弗覿；余匪貪厥好爵兮，胡匏繫而不適。江洶洶

以夕變兮，木葉下而海波；召飛鳥以詒言兮，訓爾音而永歌。 

 

全文用亦師亦友的口吻敘說，雖然不見帶有強烈感情的字眼，然而其中傳達父親

對兒子的期許和教誨，卻是厚實而懇切的。李夢陽曾自撰〈族譜〉，提及曾祖父

戰死於白溝河一役之事，更以〈哭白溝文〉追念先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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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猗嗟我祖，生為士雄，死為國殤。岱華摧而敦支，玉石灼而並戕；委英肝

于塵沙，滅聲景而求藏。雷霆結而迅音，烟飈烈而怒揚；神怦怦以縹緲，

馮悲氛而望故疆。猥小子兮何知，纘箕裘之末躅；愾時命之難枕，懼遐耀

之堙辱。 

 

此外，深厚的友情或展現於別離之時，如：〈送河東公賦〉；或表現對其師友之珍

視欽佩，如：〈邃菴辭〉、〈大復山賦〉、〈河中書院賦〉，又或表現於慶賀贈文，如：

〈四友亭賦〉、〈螺杯賦〉。而另一種贈文，則如：〈思賦〉，嘆孝子欲養而親不待

之思念： 

 

      嘅予生之眇眇兮，塊獨處此遐域；誦往昔以自憐兮，淚交下而橫臆。登峻

極以顧望兮，慨江路之漫漫；思井隴之萎絕兮，願矯舉而無翰。 

 

而其中感情至深者，則莫如〈熊士選祭文〉，舟行千里至於曲江，而昔日舊友卻

已亡故： 

 

      豸巍於冠，立朝之端；如鷙戢翰，鳥棲弗安。聯裾並珂，喟昔京室；晨遊

繼燭，宵吟見日。形忘道孚，死生膠漆；妖祲中昏，塌翅各歸。天清地寧，

重離再輝；我乎南來，哲人玉頹。蕙零松摧，不見顏儀，見此夜臺。絕絃

為誰，掩袂徘徊，百身願贖，返魂無丹。 

 

針對親舊所作之賦文，除去一些慶賀贈文之外，皆為內心最自然的情感發抒，其

情真切不造作，非為文而造情，故多半直抒胸臆，不假修飾。 

 

（三）憂民傷時 

     

李夢陽生於明代中期，主要為官在孝宗、武宗二朝。雖然明孝宗恭儉有制、

勤政愛民，然而繼位之武宗卻任用宦官、聽信讒言，以至於生民無所措其手足，

當其時，朝中有「八虎」作亂、宸濠叛變，民間則有流寇竄行，而鎮壓流寇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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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對黎民之掠奪，亦不下於流寇。面對這些亂象，於是「辭賦家們又拾起諷刺賦

這一銳利武器刺向沒落而凶狠的封建統治者。」73李夢陽正直敢言、不畏強權，

儘管屢屢下獄，他卻始終不放棄藉由文章抨擊現實的黑暗、反映人民的痛苦。〈寄

兒賦〉中，他眼見百姓的流離失所、痛失親人，自己身為官吏卻無能為力，僅能

如實寫下這些生離死別的沉痛，向自己的骨肉傾吐： 

 

      悲時世之艱難兮，詾亂離而爭奪；兄嗟弟而殷憂兮，軫汝曹之飢渴。終風

霾而四流兮，東不雪至於三月；春遲遲以方陽兮，民背鄉而顛越。揮耒耜

而介胄之兮，青草錯而白骨；鬱余懷以邅迴兮，紛涕零兮如霰。 

 

然而造成這一樁樁悲劇的，不僅僅是山賊流寇為患。以討寇為名，橫行搶奪的軍

人、狼土兵更讓百姓驚恐，其殺戮為害，不下於匪寇。 

 

虎豹舔舕以伺人兮，群狐狸而晝行；哀死亡而無告兮，橫屍蔽而臭野。斯

固易懲兮，彼益復耽夫刀努；惟以暴除暴兮，斯亂與亂相尋。 

 

上位者決定以暴制暴，默許部下搶奪錢財婦女；盜賊偽降以緩官兵，實際上掠奪

如昔，如此一來遭殃的是無辜的百姓。當權者的態度與黎民百姓的生活息息相

關：當權者行仁政，則教化風行；然而當權者殘暴不仁，則禍亂相循，民不聊生。

李夢陽在〈河中書院賦〉中敘述同鄉呂經毀東嶽祠之前，民眾迷信怪力亂神、不

辨是非之現象： 

 

      攬余轡以周游兮，登蛾眉而縱觀；睇巍廟而增欷兮，愾下淫而上殘。曰巗

巗魯所瞻兮，嗒胡為乎蒲之壤；非其鬼而祭之諂兮，曾謂泰山不如林放。

惟時俗之詭譎兮，恆造怪而亂真；日隱求以僥福兮，狃惑群而誤民。 

 

除了人為的禍亂，天然的災害也為人民帶來重創，生活秩序一夕變調。〈咎旱飆

文〉中李夢陽大聲呼告，斥責旱飆所帶來之災害： 

                                                 
73 引自葉幼明著，〈元明清辭賦的歷史地位〉，《新亞學術集刊》，1994年第 13輯，頁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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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吁嗟！汝寧茲遂兮；日月喪魄，天地易位兮。五星錯而背行，寒與暑其倒

置兮。三川皆震，龍失勢兮，巖谷崩衝，轟砰礱硿，騰潮沃日，灌太空兮。

莽千里乎無人塵，冥冥征兮，城廓晝閉，慘光精兮。嗚呼！天監臨四方，

明明厥維，亦孔章兮。聿茲若罔知，哀我民罹兮。 

 

    李夢陽辭賦中所欲表達的情感，有對於社稷人民，亦有對於至親友人者。然

其中更多的是以「我」之情，述今之事，感發本身不遇之悲憤情感，此類賦作數

量眾多，體裁不限，即使是詠物賦，其中也處處可見其情寓於物象吟詠之中。 

 

 

二、思想 
 

    明初君王辦學積極，學校制度十分完備，至於明成祖刊刻三部《大全》頒布

天下，一時之間，程朱等人對於《四書》、《五經》的註解成為天下學子必讀的教

科書，不僅如此，科舉考試也以它為出題範圍。在功名利祿的引誘下，學子日夜

頌讀《四書大全》、《五經大全》，程朱理學可謂一統明代教育。而明代的科舉考

試皆從《四書》、《五經》出題，用八股文。八股文是明清科舉考試採取的專門文

體，內容只考《四書》、《五經》範圍內的「經義」，抽出其中的句子或詞語作為

文章的命題。經書的解釋很多，然而八股文規定必須以朱熹的解釋為準；寫作時

還必須模仿經書寫作口氣「代聖賢立言」。八股文雖是議論，卻無作者思想；雖

講究文字，卻不許描摹形容、表情達意。同時明代取士只考「經義」而不考「經

疑」，固守程朱而不用古註疏，使得學者不知「稽古窮經」為何。學術上的箝制

同時也影響到文人創作，朱彝尊《靜志居詩話》提到當時的文風：「成、弘間詩

道旁落，雜而多端。臺閣諸公，白草黃茅，紛蕪靡蔓。⋯⋯理學諸公，擊壤打油，

筋斗樣子。」永樂以來由宰輔領導的、平和雅正的臺閣體，以及理學家們所作的

性理詩，或者積弊已深，或者過分狂怪使人難以接受，因此明代中期在學術思想

上或者是文學主張上，都有了新的思維產生：針對程朱理學的懷疑與檢討，王陽

明成為新的哲學思潮先驅，主張心學；而針對臺閣體的積弊與理學滲入文學的反

省，李夢陽則成為新的文學思潮的先驅，主張復古。誠如李贄〈與管登之書〉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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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空同先生，與陽明先生同世同生，一為道德，一為文章，千萬世後，兩先生

精光具在。⋯⋯人之敬服空同先生者，豈減於陽明先生哉？」74不過李夢陽雖然

有對「存天理，去人欲」的觀念進行挑戰的言論，75事實上並非全面否定，而是

採取一種折衷的論調。李夢陽在賦篇中所體現的思想，大約有以下數端： 

 

（一）儒家用世思想 

    

《論語．述而》云：「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論語．衛靈公》：「邦有道，

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孟子．盡心上》：「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

天下。」儘管如此，儒家所秉持之理想仍在用世，以天下為己任，孔子便是「明

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代表人物。嚴云受〈孔子的入世精神與中國文人的憂患心

態〉提及：「中國文人自幼就要接受嚴格的傳統教育，這種教育的內容正是以孔

子為代表的儒家的經籍。『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陶淵明〈飲酒〉），實際上

是中國古代知識份子青少年生活的普遍的寫照。在這種文化傳統中成長起來的知

識分子，很自然地，無不以儒家的積極用世精神為人生的價值取向。許多作家在

詩文中表露了這種遠大志向。⋯⋯以身許國的熱情，燃燒在詩句之中。他們企求

官位，渴望用世，最終目的並不是為了個人獲得爵祿，而是希望實現澄清天下，

博施眾濟的理想。」76李夢陽的生長環境亦同上述，在鑽研群經、準備科考的過

程中渡過青少年時期，為的就是能夠以身許國。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則以修

身為本，賦文中以仁義修飾己身的陳述如： 

 

                                                 
74 出自〔明〕顧大韶編，《李溫陵集》卷六，轉引自章培恆著，〈李夢陽與晚明文學新思潮〉，《安
徽師大學報》，1986年 3期，頁 7。 

75 《空同集．論學》：「理欲同行而異情。故正則仁，否則姑息；正則義，否則苛刻；正則禮，
否則拳跽；正則智，否則詐飾；正則絲，否則簧；色正則信，否則莊；笑正則時，否則諂。正

則『載笑載色』，稱焉，否則『輯柔爾顏』，譏焉。凡此皆同行而異情者也。」陳建華〈晚明文

學的先驅—李夢陽〉認為：「按照理學家的理論，人必須體認『天理』，並使自己受天理的約束，
不為私慾所蔽，才能達到『仁』、『義』等純粹的道德境界。但李夢陽提出，理與欲應當互相補

充融協，即『同行』，亦即『正』，才能達到『仁』、『義』等境界。反之，片面強調理或欲，即

『異情』，亦即『否』，就會造成『姑息』、『苛刻』等弊端。」 
76 引自嚴云受撰，〈孔子的入世精神與中國文人的憂患心態〉，《安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1997年第 4期，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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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以往哲為冶兮，以隱子為模；鎔禮樂以為銛兮，淬仁義而內娛。〈鈍賦〉 

       

      彼靜者以天動兮，謂定者非我能逃；恒謙守而需抱兮，懼逆時而遘尤。體

孔言以居易兮，遵孟訓而行法；謂非俟余何求兮，爰名軒而省察。〈俟軒

子賦〉 

 

修身行義，無非為了澄清天下之志，李夢陽借螺杯之口，一吐冀為明君所用之心

願： 

  

      外瑩內虛，以授為容兮；旋形錯彩，潛友龍兮。吸月之華，奴蚶 兮；翔

于瀴溟，瑞由江兮。委身君子，俟時庸兮。〈螺杯賦〉 

 

然而入世為官，並不一定能一展長才，實現抱負，甚至落得「信而被疑，忠而見

棄」的下場。然而儒者懷抱著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進取精神，不願留下遺憾，即

使「捨身取義，殺身成仁」，為仁義犧牲了性命，捨身殉道，也義無反顧。李夢

陽為人剛直，對此十分認同，故賦文中常對以身殉道者寄予同情，同時深自期許： 

 

      重曰：昔有大夫，曰申徒兮；懷瑾弗展，負石投河兮。冤抑內憤，靈汎濫

兮；湍瀨礚礚，愁人心兮。忠回倒植，固庸態兮；嗚呼！先生女又何懟兮，

伯夷子胥，與爾為類兮！〈吊申徒狄賦〉 

       

嗚呼！先生成敗，難以逆度，禍福不可豫謀。死茍足以利於國兮，洵虀醢

而焉求。〈弔于廟賦〉 

 

      竊嘗究性命之原，推興替之端；民死等于鴻毛，亦有重於泰山。〈哭白溝

文〉 

 

      亂曰：已矣哉！鳳鳥之不時，與燕雀類兮；橫海之鯨，固不為螻蟻制兮。

誠解三面之網，吾寧溘死于道路而不悔兮！〈述征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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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所舉之賦文之外，李夢陽賦文中其實處處流露出儒家用世之志。除了言

志類賦作之外，詠物、懷古類的賦作中也常見寄託古人、或者託禽鳥物件之口而

出的儒家用世思想。 

 

（二）道家出世思想 

     

相對於儒家積極入世的想法，與之相反的道家卻是以明哲保身、消極出世的

態度面對人生。故《莊子．山木》：「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唐．成玄英《疏》：

「直木有材，先遭斫伐；甘井來飲，其流先竭。人衒才智，其義亦然。」《老子．

道經》：「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豈虛語？故成全

而歸之。」不同於儒家對天下事那種殺身成仁的激情，《莊子．駢姆》：「小人則

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

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道家的觸角在於追尋生命的

本體，要人戒剛守柔，明「無用之用」。李夢陽的賦文中也有類似的陳述： 

 

      故木以直見伐兮，樗以屈曲保全。故銳者先衂兮，吾蓋幸毛遂之脫身。〈鈍

賦〉 

 

      體穹窿以則乾兮，履坤方而袪慝。鄙饕餮之諛世兮，寧吞浮而飲息。沐澄

泠以棲寂兮，戢潭荷而保身。〈放龜賦〉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然儒家倡入世，卻是「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

湖之遠，則憂其君」（〈岳陽樓記〉）。道家則側重「舍之則藏」的部分，《空同集．

物理篇第三》云：「聖人貴智亦貴藏，以智者善藏也。」《老子．德經》：「我無為，

人自化；我好靜，人自正；我無事，人自富；我無欲，人自朴。」強調一切順其

自然，恬淡寡欲，保性全真。李夢陽賦作中，也有表現出對人生毀譽無所牽掛，

順應造化自然安排之賦文： 

 

天 霮以翳翳兮，白日晻而西匿。繄人生之幾何兮，汲毀譽而縈臆。〈緒

寓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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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桃李不能秋以英兮，桂菊春而豈華。彼萬物疇不然兮，乃欲速吾謂何。

吾討典籍以娛日兮，探性命之幽賾。冀河清之有期兮，幸耀靈茲而未夕。

茍積久而淹貫兮，又奚窮達崇卑之足掛臆。〈俟軒子賦〉 

 

      激神化以耀德，逢印赦而幻遷，庶遺安於眾鳩，順天命而自然。〈鵲賦〉 

 

      其動也時，其靜也虛，一氓操之，與造化競驅，夫其惟水車乎。〈水車賦〉 

      

即使在賦文中出現道家無為的出世思想，李夢陽整體的思想依舊偏向於入世的。

就像儒家經典中雖然也有「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的說法，然而重點仍在於「邦

有道，則仕」的用世精神一樣。 

 

（三）兼雜陰陽家 

     

事實上，正由於李夢陽賦作的題材廣泛，觸及許多不同面向，由文句所透露

的蛛絲馬跡，可追溯李夢陽所持思想十分多樣。而李夢陽的完整思想體系展現於

《空同集》外篇中，簡而言之，其思想苞含儒、道、佛、陰陽等，可謂雜糅各家。

以宇宙觀為例，李夢陽十分服膺陰陽家的觀念。韋政通《中國思想史》在鄒衍下

說道，天人感應「這一思想模式經由易傳的充分發揮，於是和孟子由心性工夫開

出來的天人合德的傳統相接筍，遂形成此後中國兩千多年宇宙論的總根源，也形

成中國人最重要的世界觀。」77人類社會的活動與天象緊密相連，由此形成天人

相感的宇宙觀。這樣的宇宙觀表現在自然現象的循環與朝代的興替上，故「國家

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的觀念深植人心，展現于李夢陽之賦文

中，如〈咎旱飆文〉： 

 

      《傳》曰：「僭，恆暘若；霿，恆風若；咎在言與思。」京房曰：「欲德不

用，厥災荒。」又曰：「顓事有知，誅罰絕理，厥災大風天黃。」 

                                                 
77 引自韋政通著，《中國思想史》，（台北市：水牛出版社，1991年），頁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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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吁嗟！汝寧茲遂兮。日月喪魄，天地易位兮。五星錯而背行，寒與暑其倒

置兮。 

 

人君行惡自有惡驗，君行僭差則常暘，君行蒙闇則常風。這樣的說法正合於陰陽

家天人相感之說。 

 

    儘管李夢陽賦作中呈現多種思想內涵，但其中儒家澄清天下、博施眾濟仍為

其一貫思想主軸，尤其是賦文中常大加讚賞那些以身殉道者，有欲效之捨身取

義，殺身成仁之志。 

 

 

三、氣力與風格 
 

文氣的觀念，起源甚早，《典論．論文》：「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

可力強而致。 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

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提出作者與文氣的關聯，文章之所以有千萬種面貌，

就在於造文氣力之不同，氣力不同，風格各異，故白居易〈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

云：「天地間有粹靈氣焉，萬類皆得之，而人居多；就人中，文人得之又居多。

蓋是氣凝為性，發為志，散為文。粹勝靈者，其文沖以恬；靈勝粹者，其文宣以

秀；粹靈均者，其文蔚溫雅淵，疏朗麗則，檢不扼，達不放，古淡而不鄙，新奇

而不怪。」78而文氣源何而來？《文心雕龍札記》言：「才氣本之情性，學習並

歸陶染，括而論之，性習二者也。」79簡言之，來自於作者先天的情性與後天的

學習陶成，從而形成其文學風格樣貌。 

 

後人對李夢陽的文學評價，多半以為其氣力雄富。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稱其：「才力富健，實足以籠罩一時」；王廷相《王氏家藏集》稱：「李獻吉以恢

                                                 
78 引自〔唐〕白居易著，《白居易集》，（台北市：漢京文化出版社，1984年），頁 1424-1425。 
79 引自黃侃著，《文心雕龍札記》，（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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闊統辯之才，成沈博偉麗之文」；張煒《談藝錄》：「李獻吉雄偉壯麗，如長江巨

浸，滔滔千里。」《皇明詩選》：「陳臥子曰：獻吉志意高邁，才氣沈雄，有籠罩

群俊之懷。⋯⋯李舒章曰：獻吉以雄厚之思，發清剛之氣。」王世貞《藝苑巵言》：

「獻吉才氣高雄，風骨遒利。」以上皆為肯定夢陽文章氣象恢弘之論，而李夢陽

之賦作，在體製上，學騷、學漢、學魏晉；而在風格上，則氣魄雄渾，一如前引

文所述。馬積高《賦史》評論李夢陽賦作，認為：「就全體來說，夢陽的賦並不

是以簡煉見長，而是以氣魄勝。」《中國歷代賦選》卻認為：「夢陽作賦，宗騷為

主，雖有模擬之跡，但頗多創新。亦多針砭現實之作，簡煉而富於氣勢。」雖然

後人在評價上或有出入，但一致都認為夢陽的賦作是以氣勢見長。李夢陽長於北

地，又性格剛烈，故其作品整體上皆富於氣勢，無論是描述山川河海之波瀾壯闊，

抑或是描述戰事之慘烈、極力諷刺小人當道之醜態，皆恢弘肆恣，筆力雄健。 

 

而李夢陽對風格的主張，見於《空同集．駁何氏論文書》一文中： 

 

  柔澹者思，含蓄者意也，典厚者義也。高古者格，宛亮者調。沈著、雄麗、

清俊、閒雅者，才之類也，而發於辭。辭之暢者，其氣也；中和者，氣之

最也。夫然，又華以色，永之以味，溢之以香，是以古之文者，一揮而眾

善具也。 

 

李夢陽認為眾善具備之風格應是以「沈著」、「雄麗」、「清俊」、「閒雅」之才而發

為文章者，同時並須兼顧文質、辭采、音調之美。在夢陽的辭賦作品中，以「沈

著」、「雄麗」兩種風格佔多數，沈著者如〈疑賦〉、〈省愆賦〉、〈弔申徒狄賦〉、〈宣

歸賦〉、〈寄兒賦〉、〈送河東公賦〉、〈述征賦〉、〈鈍賦〉、〈思賦〉、〈弔康王城賦〉、

〈弔于廟賦〉、〈弔鸚鵡洲賦〉、〈哀郢賦〉、〈河中書院賦〉、〈觀禁中落葉賦〉、〈惡

鳥賦〉、〈哭白溝文〉、〈咎旱飈文〉；雄麗者如：〈緒寓賦〉、〈泊雲夢賦〉、〈汎彭蠡

賦〉、〈觀瀑布賦〉、〈放龜賦〉、〈大復山賦〉、〈四友亭賦〉。「清俊」、「閒雅」兩種

風格相較之下，則較為少見，多見於抒情、詠物小賦之中。清俊者如：〈朱槿賦〉、

〈鵲賦〉、〈貢禽賦〉、〈冬游賦〉、〈感音賦〉、〈鳴鶴應鐘賦〉、〈嚏賦〉、〈挽歌辭〉、

〈熊士選祭文〉；閒雅者如：〈俟軒子賦〉、〈漢濱賦〉、〈竹石賦〉、〈水車賦〉、〈螺

杯賦〉、〈禱旱文〉、〈邃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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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沈著雄麗風格的那些賦篇中，共同的特色便是對現實黑暗之處進行直接而

不隱諱的描寫手法，《賦史》及《中國辭賦發展史》在定義夢陽賦作的風格時，

一致認為夢陽賦頗存「漢魏風骨」。而「漢魏風骨」所代表之文章風格，以下列

文論為代表： 

 

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觀其時文，

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

（《文心雕龍．時序》） 

 

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踴，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

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

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文心雕龍．明詩》）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僕嘗暇時觀齊梁間詩，彩

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詠歎。思古人常恐逶迤頹靡，風雅不作，以耿耿

也。一昨于解三處見名公《詠孤桐篇》，骨氣端翔，音情頓挫，光英朗練，

有金石聲。遂用洗心飾視，發揮幽鬱，不圖正始之音複睹，於茲可使建安

作者相視而笑。（陳子昂〈與東方左史虯修竹篇序〉） 

 

由上可知，反映社會亂離及民生疾苦，情調慷慨悲涼、詞氣高亢、鮮明爽朗、剛

健有力的風格正是一般所說的「漢魏風骨」、「建安風骨」或「建安風力」的共同

特色。本論文前章已述及夢陽賦作，其內容多以反映、抨擊社會黑暗為主；而其

寫作風格沈鬱悲涼者，如：〈寄兒賦〉、〈思賦〉、〈弔康王城賦〉、〈弔于廟賦〉、〈弔

鸚鵡洲賦〉、〈哀郢賦〉；剛健鋒利者，如：〈疑賦〉、〈鈍賦〉、〈省愆賦〉、〈述征賦〉

等。 

 

    李夢陽的辭賦作品，固然才氣高邁，風格雄麗，然而卻也不免有遭人詬病之

處。王世貞《藝苑巵言》曾對李夢陽文章有以下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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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有二病，曰：模仿多，則牽合而傷跡；結搆易，則粗縱而弗工。 

 

      獻吉之於文，復古功大矣。所以不能厭服眾志者，何居？一曰操撰易，一

曰下語雜。易則沉思者病之，雜則顓古者卑之。 

 

這也是後人對李夢陽文章訾議最多之處。而對於辭賦作品，王世貞則有「賦至何

李，差足吐氣，然亦未是當家」、「騷賦上擬屈宋，下及六朝，根委有餘，精思未

及」之評論，馬積高以之為「知音之論」。多數研究李夢陽之現代學者在論及李

夢陽辭賦時，認為「他（李夢陽）在賦體上雖學騷、學漢、學魏晉，但並不是單

純的模擬」80；「李夢陽作賦師法漢代以上作品，還不是很令人難以理解和接

受⋯⋯這些作品基本上都是有為而發⋯⋯大都沉痛悲憤、感情激越。在語言、構

思上，則基本上都可見模仿前代作品的痕跡」81；「雖有模擬之跡，但頗多創新。

亦多針砭現實之作」。82大致都認同雖然李夢陽的辭賦作品也有模仿之病，但總

歸來說，仍能有所創新、有所為而發，並非一味擬古之作。反而是有所謂「根委

有餘，精思未及」的毛病，即前引文所謂的「結搆易」、「操撰易」、「下語雜」，

如此一來則文章粗率而弗工，沉思作文者病之也。以〈疑賦〉為例：關於〈疑賦〉

一文的評價，《賦史》以為：「這雖自《楚辭．卜居》出，然語多為現實而發，構

思亦有變化。『血流於庭，酣酒歸世』等語，說得極為沉痛，倘非作者歷經困厄，

是寫不出來的」，故稱之為「是一篇堪與王廷陳〈左賦〉比美的妙文。」然而以

其中一段賦文細察之： 

 

民殊者形，厥心則一；威擠利啗，曰伊我栗。血流於庭，酣酒歸室；友朋

胥嬉，同聲德色。阱彼罔識，巧我攸極。昔之執衡，視權與星；今之執衡，

惟我重輕。古道坦坦，今眩東西；指晨謂暮，目鸞為雞。鄰牛茹虎，冀虎

德予；厲莫察階，倒靡究所。嗚呼噫嘻！ 

 

則可發現此段現象的羅列有些龐雜，《歷代名賦譯釋》在賞析此文時，認為「文

                                                 
80 引自馬積高著，《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 521。 
81 引自廖可斌著，《復古派與明代文學思潮》，（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頁 240。 
82 引自畢萬忱等著，《中國歷代賦選—明清卷》，（江蘇：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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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是湊集了許多反常的事例作為主體寫成的。就其事例的性質，大體上可以看出

段落與層次。同時，作者又在段落結尾的時候，有『嗚呼噫嘻』的嘆息，可以作

為分段的提示。不過，其事例的歸屬，有時倫次不清，有時只能體會其主要傾向

而已。」83可視為「精思未及」的例證之一。 

 

     李夢陽之賦作，在體裁上「究心騷、賦於漢唐之上」，其騷體賦計 23 篇，

已佔總數之半，並且為了貫徹其「唐無賦」主張，《空同集》中有仿漢古賦體、

駢賦體、詩賦體，卻絕不會有律賦及議論文賦出現。明代賦論多以為「賦者，古

詩之流也」，將賦歸之於詩，故以李夢陽〈潛虯山人記〉中所主張：「詩有七難，

格古、調逸、氣舒、句渾、音圓、思沖、情以發之；七者備，而後詩昌也；然非

色弗神。」以上述標準檢視李夢陽賦作，可發現其賦作中一致性的特色，除格調

高古外，大都風格沉麗雄渾，與理論相契合。至於「情以發之」這一點，李夢陽

〈駁何氏論文書〉：「假令僕竊古之意，盜古形，剪裁古辭以為文，謂之影子誠可。

若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罔襲其辭，若班圓倕之圓，倕方班之方，而

倕之木，此奚不可也？」李夢陽以為寫作必要「情以發之」的原因，便是因為以

「我」之情，述今之事，才能不為前作所囿，自成一家之言。故其賦作大多數都

可考證出寫作背景，賦作中也都有作者真實情感與遭遇參與其中，故其賦作題材

雖可能與古人雷同，但注入作者感情，當能自出機杼。賦作中抒情的傾向相當一

致，特別是抒發自己宦途的多蹇、借題發揮諷刺時政的那些篇章，因寄寓李夢陽

深沉心曲，為李賦正格。後人訾議復古派的創作以剽竊為能事，而欠缺靈魂，但

李夢陽的辭賦作品雖也有模仿之病，但總歸來說，仍能有所創新、有所為而發，

並非一味擬古之作，有不少深刻反映現實的好作品。然而這不表示李夢陽的辭賦

作品完全沒有缺點，除了部分作品字句不免摹仿之病外，更為人詬病的是其賦作

「根委有餘，精思未及」，賦作中辭藻的堆砌有時未經深思，使人有龐雜之感，

此或許與其「貴融洽不貴工巧」之風格主張相關，然不免為人疵議。 

     

 

                                                 
83 引自田兆民主編，《歷代名賦譯釋》，（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 14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