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李夢陽「唐無賦」說   151 
 
 
 

 
 

第五章 李夢陽「唐無賦」說 
 
 
《明史》中將李夢陽文學主張一語蔽之為「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但這

種說法其實並不完全，由其文集中，可以找出許多例證：夢陽強調為文必宗主

第一義，然對於其他朝代的佳作並不排斥。此言看似矛盾，其實不然，原因就

在於李夢陽認為「文自有格」，每一種體制都有自己的「法式」，諸如律詩、

絕句、樂府，乃至於騷、賦，皆有其體，李夢陽的法古，是「法式」上的復

古，而非一昧模擬剽竊古人詞句。例如：他將駱賓王之〈蕩子從軍賦〉改為

〈蕩子從軍行〉，由賦體改為樂府，原因就在「病其聲調不類」。而復古若只

是尺寸古人，就難免落得「古人影子」之譏，因此李夢陽認為唯有「以我之

情，述今之事」方能跳脫，才能不為前作所囿，自成一家之言。這種擷取古人

骨架，自出機杼，實之以血肉，才是李夢陽復古之真義。對李夢陽的復古有所

認識，便能從而對「唐無賦」這個在賦論史上爭議頗多的一個主題，加以討

論。「唐無賦」的觀念並非李夢陽所首倡，元代陳繹曾《文筌》曾主張唐律賦

「名雖曰賦，實非賦也」，此即為類似觀念，但他並未否定唐代律賦以外的賦

作。李夢陽提出此說之時，何景明亦同此說，提出「經亡而騷作，騷亡而賦

作，賦亡而詩作。秦無經，漢無騷，唐無賦，宋無詩」的說法。之後胡應麟

《詩藪》中亦提出「騷盛於楚，衰於漢，而亡於魏。賦盛於漢，衰於魏，而亡

於唐」的論點。其後晚明思潮曾對「唐無賦」提出挑戰，清代賦論家亦有持平

之見，可見影響之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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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唐無賦」說之前承 
 

在「唐無賦」說提出之前，就已有許多人曾對唐代賦作提出批評，但大多

數是針對成為科舉項目的唐「律賦」而發，而非全然否定唐代所有賦體。自從

唐玄宗天寶年間，制舉加考詩、賦各一首之後，賦體成為考試的主要科目。加

試詩、賦，原本是為了改善考生僅僅背誦經義古籍，而缺乏才學的現象，如果

採用多樣的形式選材，或者偏重熟記，或者側重議論，或者重視文采，則更能

測驗出考生的真正實力。「但自中唐起，朝廷部分官員對於『進士科』將『詩

賦』列為測驗項目，即已抱持高度的疑慮。這種疑慮，並不是在意『詩賦』能

不能選出真正的秉筆之才，也不是關切『詩賦』考題的難易度能不能維持穩

定，而是擔心『詩賦』這種測驗方式可能誘惑讀書人誤入歧途，憂懼『巧言亂

德』可能導致國家政治與文化的危機。」1唐．趙匡復〈選舉議〉言： 

 

    國朝舉選，用隋氏之制，歲月既久，其法益訛。夫才智因習而就，固然

之理。進士者，時共貴之，主司褒貶，實在詩賦，務求巧麗，以此為

賢。不唯無益於用，實亦妨其正習；不唯淺其淳和，實又長其佻薄。自

非識度超然，時或孤秀。其餘溺於所習，悉昧本源，欲以啟導性靈，獎

成後進，斯亦難矣。2 

 

對於科舉試賦本質上的質疑，為顧及客觀以及公平性，試賦的形式開始有所調

整，除了統一命題之外，唐玄宗開元二年（西元 714 年）更限定韻腳，清．李

調元《賦話》云：「賦用八字韻腳原始見於《能改齋漫錄》，云賦家者流，由

漢晉歷隋唐之初，專以取士，止命以題，初無定韻，至開元二年，王邱員外知

貢舉，試〈旗賦〉始，有八字韻腳，所謂『風日雲野，軍國清肅』。」3清．王

芑孫《讀賦巵言》云：「官韻之設，所以注題目之解，示程式之意，杜剿襲之

                                                 
1   引自游適宏著，《由拒唐到學唐－元明清賦論趨向之考察》，（台北：政大中文所博士論
文，2001年），頁 75。 

2   引自〔唐〕趙匡復著，〈選舉議〉，《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卷 355，
冊 4，頁 3602。 

3  引自〔清〕李調元著，《賦話》，（台北市：世界書局，1962年），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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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非以困人而束縛之也。」4 試賦除了統一命題跟限定韻腳外，還有限字的要

求，故《賦話》有：「唐時律賦，字有定限，鮮有過四百者」5的說法。然而此

非必然之條件，也有少於四百或超過者，但普遍現象如此。律賦的形式至此可

謂完成。 

 

寫作律賦設下重重限制，如同要人帶著手鐐腳銬跳舞，原本目的是為了求

科考的公平性。然而在規則日趨嚴密的情況下，當初企求公正的立意，卻流於

形式的講求，錙銖於韻腳、對偶、平仄的合律與否。祝堯《古賦辯體》卷七論

〈唐體〉敘述當時：「後生務進干名，聲律大盛，句中拘對偶以趍時好，字中

揣聲病以避時忌。」6的情況。宋代沿襲試賦的制度，儘管帝王文臣都希望應制

律賦能革除前朝弊端，但積重難返，司馬光〈起請科場劄子〉言：「至於以

詩、賦、論、策取進士，及其末流，專用律賦、格詩取捨過落，擿其落韻、失

平側、偏枯不對、蜂腰鶴膝，以進退天下士，雖頑如跖、蹺，茍程式合格，不

廢高第。」7科舉試賦的結果，仕子競作律賦，然而一旦中舉，便棄而不為，認

為「作賦何用好文章？只以智巧飣餖而已」，將作賦視為晉身的必備工具而

已，並不精求作賦的工夫，唯注重其程式合格而已。宋人便直言：「予之為

賦，豈好為而求其能工哉？偶作而偶能爾。始用此科第，既得其方，捨而專六

經之微，鉤聖言之深，發而為文章，行而為事業，所謂賦者，烏復置吾齒牙

哉？」8因此，科舉試賦的同時，雖然出現大量的辭賦創作，然而對於賦學理論

的建立或是賦學作品的價值，並沒有產生太大的助益。應制律賦招致大量的批

評，連身處當時的創作者本身，都將之視為雕蟲末技。南宋楊萬里〈周子益訓

蒙省題詩序〉認為「專門以詩賦取士」限制了作者思想，故「自日五色之題，

                                                 
4  引自〔清〕王芑孫著，《讀賦巵言》，收入何沛雄編著《賦話六種》，（香港：生活．讀書

新知三聯書局，1982年）頁 19。 
5  引自〔清〕李調元著，《賦話》，（台北市：世界書局，1962年），頁 31。 
6   引自〔元〕祝堯著，《古賦辯體》卷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
庫全書》本），1366冊，頁 801。 

7   引自〔宋〕司馬光著，〈起請科場劄子〉，《司馬文正公集》卷 8，（台北：中華書局，
1970年），頁 11。 

8   引自〔宋〕強至著，〈送邵秀才序〉，《祠部集》卷 32，（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 1091，頁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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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變而為天地為爐，再變而為堯舜性仁，於是始無賦也。」9此說堪稱後代「唐

無賦」說之先驅。事實上，這些批評並不是否定賦體文學的價值性，而是對於

成為「應制科目」之後所產生的流弊，以及對賦體文學性的傷害而發。而「宋

代新文賦的崛興，在某種意義上也正是對應制律賦的駁正。」10 

 

隨著停試律賦之後，文士在某種程度上開始對唐宋賦學創作進行反省，此

種反思與科舉亦脫離不了干係，原因即《文章辨體》所言：「延祐設科，以古

賦命題，律賦之體，由是而變。」即自從元代延祐時期之後，科舉改以古賦取

士，然而，相對於律賦的古賦，究竟所指涉的是如何的體製風格？這對於當時

應考之士人而言，是相當重要的命題，因此研究「古賦」的風氣開展，對於歷

代賦作的作法、風格、體製進行重新整理與認識的工作，自然也對歷代賦作進

行評價。其中，陳繹曾《文筌》對於唐代賦作的批評，有以下的說法： 

 

            唐賦外有「律」，始於隋進士科，至唐而盛，及宋而纖巧之變極矣。然

賦本古詩之流也，律賦巧，或以經語為題，其實則押韻講義，其體則押

韻四卞，名雖曰賦，實非賦也。11 

 

陳氏雖然認為律賦「名雖曰賦，實非賦也」，但他並非全然否定唐代律賦以外

的賦作，他在《文說》「古賦」條目下言： 

 

            有「楚賦」，當熟讀朱子《楚辭》中〈九章〉、〈離騷〉、〈遠遊〉、

〈九歌〉等篇，宋玉以下未可輕讀；有「漢賦」，當讀《文選》諸賦；  

觀此足矣，唐、宋諸賦未可輕讀。有「唐古賦」，當讀《文粹》諸賦，

《文苑英華》中亦有絕佳者。12 

                                                 
9   引自〔宋〕揚萬里著，〈周子益訓蒙省題詩序〉，《誠齋集》卷 8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
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 1160，頁 105。 

10  引自許結著，〈明代「唐無賦」說辨析—兼論明賦創作與復古思潮〉，《文學遺產》，1994
年 4期，頁 79。 

11  引自〔元〕陳繹曾著，《文筌》，（元刊本）。 
12  引自〔元〕陳繹曾著，《文說》，（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
書》本），冊 1482，頁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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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陳繹曾並不否定「唐古賦」，甚至肯定《文粹》及《文苑英華》中亦有絕

佳賦作。而元人對唐「律賦」與「古賦」之爭作出評析，影響甚大者，當屬祝

堯《古賦辯體》，卷七〈唐體〉中對唐律賦、古賦之評論有：  

 

            嘗觀唐人文集及《文苑英華》所載，唐賦無慮以千計，大抵律多而古

少。夫古賦之體，其變久矣，而況上之人選進士以律賦，誘之以利祿

耶？13 

 

            以唐之一代古賦之所以不古者，律之盛而古之衰也。就有為古賦者，率

以徐、庾為宗，亦不過少異於律爾。14 

 

            惟韓、柳諸古賦，一以騷為宗，而超出俳律之外。⋯⋯方今崇雅黜浮，

變律為古，愚故極論律之所以為律，古之所以為古賦者，知此則其形一

國之風，言天下之事，當有得古人吟詠情性之妙者矣。15 

 

前二條可見祝堯崇古賦抑律賦之想法，以為唐代古賦不盛，乃因時人因利祿之

誘競習律賦，即使作古賦，亦不過是效六朝賦體，稍異於律賦罷了。然而祝堯

亦非全然否定唐「古賦」，他仍然肯定唐古賦能超出俳律者，惟韓、柳二家。

而其所以能超出俳律，主要因其體製「一以騷為宗」，而其內容「得古人吟詠

情性之妙者」。此處點出祝堯所認定的古賦體製標準與內涵，事實上《古賦辯

體》卷三〈兩漢體上〉即已明確指出：「心乎古賦者，誠當祖騷而宗漢」、

「騷人之賦，有古詩之義者，亦以其發乎情也」。祝堯以「祖騷宗漢」之體

製，與「因情立賦」之內涵，企圖對何為古賦描繪出具體輪廓。以上所述理

論，都直接或間接的為李夢陽「唐無賦」說的出現提供了養分。 

                                                 
13  引自〔元〕祝堯著，《古賦辯體》卷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
庫全書》本），1366冊，頁 801。 

14  引自〔元〕祝堯著，《古賦辯體》卷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
庫  全書》本），1366冊，頁 802。 

15 引自 〔元〕祝堯著，《古賦辯體》卷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
庫 全書》本），1366冊，頁 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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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唐無賦」說的提出 
 

然而一個理論的出現，除了積澱長期的前人研究觀察作為基石外，必然與

當時所處時代背景相關聯。否則上述諸家對於唐「律賦」的批評，何以到了明

代，卻由李夢陽提出激進的、全然否定的「唐無賦」說？許結〈明代「唐無

賦」辨析〉一文由「歷史動因」解釋明代復古派文人對「詩」、「賦」異觀的

說法，可為吾人提供其時背景之線索： 

 

            明代前期，朝廷懲於元帝國對漢文化的摧殘，實施兩項重要的文化政

策，一是明太祖詔復唐制（包括被元代削弱的考試制度），以追蹤漢唐

氣象，振復漢族文化；二是太祖、承祖相繼頒令以「四書」、「五經」

為國子監功課，倡揚程朱理學，制定以理學為內涵的八股文程式，以統

約士子的思想。也正是在這兩項政策影響下，出現了近百年文風以應制

之敷演加理學之空疏為主流的僵沉局面。如果說明中葉復古派文人詩學

主張崇唐抑宋與明初「詔復唐制」有相承的邏輯關係，那麼，其賦學主

張祖騷宗漢，又恰以反思明初兩項文化政策導致的敷衍空疏賦風為邏輯

起點，此亦明中葉詩與賦復古觀不盡相通的歷史動因。16 

 

此處點出明中葉復古派之賦學主張，是為了反思明初科舉八股所造成的應制文

風，以及倡揚理學對文學造成空疏之影響而發。而李夢陽之「唐無賦」說，正

誕生於此文化背景之下。關於「唐無賦」說之內容，見於〈潛虯山人記〉中： 

 

            山人商宋、梁時，猶學宋人詩。會李子客梁，謂之曰：「宋無詩。」山

人於是遂棄宋而學唐。已問唐所無，曰：「唐無賦哉！」問漢，曰：

「無騷哉！」山人於是則又究心賦、騷於漢唐之上。 

                                                 
16  引自許結著，〈明代「唐無賦」說辨析—兼論明賦創作與復古思潮〉，《文學遺產》，1994
年 4期，頁 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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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虯山人記〉後段對於何以提出「宋無詩」詳加論述，然對於「唐無賦」，

李夢陽卻未加以說明，僅以此段文字明確指出了騷、賦所應師法的對象，當以

漢、唐以上為作品為主，即祝堯所謂「祖騷宗漢」說。而在李夢陽所留下的著

作中，關於對唐賦評議的紀錄，惟改駱賓王〈蕩子從軍賦〉為歌行體之〈蕩子

從軍行〉而已。李夢陽於此詩題下注云：「〈蕩子從軍行〉者，本駱氏〈蕩子

從軍賦〉也，余病其聲調不類，於是改焉。」以下將兩文相對照： 

 

駱賓王〈蕩子從軍賦〉 李夢陽〈蕩子從軍行〉 

 

胡兵十萬起妖氛，漢騎三千掃代17雲。 

隱隱地中鳴戰鼓，迢迢天上下18將軍。 

邊沙遠雜風塵氣，塞草長垂霜露文。 

蕩子苦辛十年行，迴首關山萬里情。 

遠天橫劍氣，邊地聚笳聲。 

鐵騎朝恆響19，銅焦夜不鳴。 

抗左賢而列陣，屯右校以疏營。 

滄波積凍連蒲海，白雪凝寒遍柳城。 

若乃地分玄徼，路指青波， 

邊城暖氣由來少，關塞寒雲本自多。 

嚴風凜凜將軍樹，苦霧蒼蒼太史河。 

既拔距而從軍，亦揚麾而挑戰， 

征斾陵沙漠，戎衣犯霜霰。 

樓船一舉爭沸騰，烽火四連相隱見。 

戈文耿耿懸落星，馬足駸駸擁飛電。 

終取俊而先鳴，豈論功而後殿。 

 

胡兵21十萬起妖氛，漢騎三千掃陣雲。 

隱隱地中鳴戰鼓，迢迢天上出將軍。 

邊沙遠離風塵氣，塞草長萎霜露文。 

蕩子辛苦十年行，回首關山萬里情。 

才聞突陷贒王陣，又遣分圍右校營。 

紛紛鐵騎朝常警，寂寂銅焦夜不鳴。 

 

滄波積凍連蒲海，雨雪凝寒遍柳城。 

地分玄徼指青波， 

關塞寒雲本自多。 

嚴風凜凜將軍樹，苦霧蒼蒼太史河。 

揚麾拔劍先挑戰， 

征斾凌沙犯霜霰。 

樓船一舉爭沸騰，烽火四連相隱見。 

戈文耿耿懸落星，馬足駸駸擁飛電。 

終當取俊效先鳴，豈暇論功稱後殿。 

                                                 
17 《文苑英華》一作「陣」。 
18 《文苑英華》一作「出」。 
19 《文苑英華》一作「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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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夫行樂踐榆溪，倡婦銜怨守20空閨。 

蘼蕪舊曲終難贈，芍藥新詩豈易題。 

池前對怯鴛鴦伴，庭際羞看桃李蹊。 

花有情而獨笑，鳥無事而恆啼。 

見空陌之草積，知闇牖之塵栖。 

蕩子別來年月久，賤妾空閨更難守。 

鳳凰樓上罷吹簫，鸚鵡杯中寧勸酒。 

聞道書來一雁飛，此時緘怨下鳴機。 

裁鴛帖夜被，薰麝染春衣。 

屏風宛轉蓮花帳，牎月玲瓏翡翠帷。 

箇日新妝始復罷，祇應含笑待君歸。 

 

征夫行樂踐榆溪，倡婦銜怨坐空閨。 

蘼蕪舊曲終難贈，芍藥新詩豈易題。 

池前對怯鴛鴦伴，庭際羞看桃李蹊。 

 

 

蕩子別來年月久，賤妾空閨更難守。 

鳳凰樓上罷吹簫，鸚鵡杯中臨勸酒。 

同道書來一雁飛，此時緘怨下鳴機。 

已剪鴛禽帖夜被，更薰蘭麝染春衣。 

屏風宛轉蓮花帳，牎月玲瓏翡翠幃。 

箇日新粧如復罷，秪應含笑待郎歸。 

 

 

表格中加底線之部分，即相似甚至完全相同之句，兩文相似度近九成。李夢陽

以為〈蕩子從軍賦〉「聲調不類」的原因，游適宏《由拒唐到學唐－元明清賦

論趨向之考察》推測：「〈蕩子從軍賦〉大抵亦因屬閨閣綺繡、思婦征夫之類

的題材，缺乏賦體所需的渾厚，反倒有樂府常見的溫柔，因而其『調』被視為

與『賦』不類。」22王世貞《藝苑巵言》指出：「蕩子從軍，獻吉改為歌行，

遂成雅什。子安諸賦，皆歌行也，為歌行則佳，為賦則醜。」改駱賓王〈蕩子

從軍賦〉之舉，可視為李夢陽對「唐無賦」說的一個切入點。由此可推測出：

李夢陽對初唐賦作「詩化」的情形不以為然，認為其不合體類。事實上，元．

祝堯《古賦辯體》卷七〈唐體〉下就提及：「甚或以五、七言之詩為古賦者，

或以四、六句之聯為古賦者，不知五、七言之詩，四六句之聯，果古賦之體

乎？」並於駱賓王下言：「唐初王、楊、盧、駱，專學徐、庾，穠纖妖媚，當

時尚之。」李夢陽可能也認同此說，故改駱賦為歌行；而王世貞以為王勃諸賦

「皆歌行也」，其中都帶有輕視唐賦之意味。李夢陽認為賦體的典範，當「祖

                                                                                                                                            
20 《文苑英華》一作「坐」。 
21  四庫本作「天驕」。 
22  引自游適宏著，《由拒唐到學唐－元明清賦論趨向之考察》，（台北：政大中文所博士論
文，2001年），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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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宗漢」，因此對於「詩化」或「律化」的賦作採取全然排斥的態度，也讓李

夢陽將之前僅限於對應制律賦的否定，擴大範圍成為「唐無賦」說。 

 

 

 

 

 

第三節    「唐無賦」說之影響 
 

         「唐無賦」說經李夢陽提出之後，復古派另一位領袖何景明亦有同樣的講

法，在其《大復集．雜言十首》中提到： 

 

            經亡而騷作，騷亡而賦作，賦亡而詩作。秦無經，漢無騷，唐無賦，宋

無詩。23 

 

崔銑在〈胡氏集序〉中亦重申： 

 

            其時北郡李夢陽、申陽何景明表詩法曰：「漢無騷，唐無賦，宋無

詩。」24 

 

可見其時「唐無賦」的觀念已經形成，然而尚未得到較為細緻的論述，開始陸

續加以具體論証者，要等到嘉靖年間，後七子再掀復古思潮之時。李夢陽提出

「唐無賦」說，並未加以論述，僅提出當「究心賦、騷於漢唐之上」，要文人

祖騷追漢，至於經典的確立、作賦之法則等等理論體系的建立，皆未成形。直

到後七子領袖王世貞在其著作—《藝苑巵言》論賦的觀點中，才較明確地指出

作賦之法與騷賦風格之差異： 

                                                 
23 〔明〕何景明撰，《大復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本），冊 1267，頁 351-352。 

24 〔明〕崔銑撰，《洹辭》，（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本），冊 1267，頁 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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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賦之法，已盡長卿數語。大抵須包蓄千古之才，牢籠宇宙之態。其變

幻之極，如滄溟開晦，絢爛之至，如霞錦照灼，然後徐而約之，使指有

所在。若汗漫縱橫，無首無尾，了不知結束之妙。又或瑰偉宏富，而神

氣不流動，如大海乍涸，萬寶雜廁，皆是瑕璧，有損連城。然此易耳，

惟寒儉率易，十室之邑，借理自文，乃為害也。賦家不患無意，患在無

蓄；不患無蓄，患在無以運之。25 

 

            擬騷賦，勿令不讀書人便竟。騷覽之，須令人裴回循咀，且感且疑；再

反之，沉吟歔欷；又三復之，涕淚俱下，情事欲絕。賦覽之，初如張樂

洞庭，褰帷錦官，耳目搖眩；已徐閱之，如文錦千尺，絲理秩然；歌亂

甫畢，肅然斂容；掩卷之餘，徬徨追賞。26 

 

後七子中的謝榛，在《四溟詩話》中亦以「屈宋為詞賦之祖」，並稱「漢人作

賦，必讀萬卷書，以養胸次。」同樣是再次強調了「祖騷宗漢」的論述。然再

次將「唐無賦」說提出，並加以擴充、解釋的，是和王世貞盛相推挹的復古派

文人胡應麟，其著作《詩藪》中提到： 

 

            三百篇降而騷，騷降而漢，漢降而魏，魏降而六朝，六朝降而三唐，詩

之格以代降也。27 

 

            騷盛於楚，衰於漢，而亡於魏。賦盛於漢，衰於魏，而亡於唐。28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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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2。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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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2-963。 

27  〔明〕胡應麟著，《詩藪》，（台北市：廣文書局，1973年），頁 25。 
28  〔明〕胡應麟著，《詩藪》，（台北市：廣文書局，1973年），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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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反騷〉視〈離騷〉；以〈九懷〉視〈九辨〉；以〈宓妃〉視〈神

女〉；以〈景福〉視〈靈光〉，無論作述優劣較，然求騷於漢之世，其

〈招隱〉乎？求賦於魏之後，其〈三都〉乎？29 

 

            迂迴斷續，騷之體也；諷諭哀傷，騷之用也；深遠優柔，騷之格也；宏

俟典麗，騷之詞也。30 

 

            騷與賦句語無甚相遠，體裁則大不同：騷複襍無倫，賦整蔚有序，騷以

含蓄深婉為尚，賦以誇張宏鉅為工。31 

 

胡應麟以「格以代降」的說法解釋「唐無賦」說，並明確指出騷體與賦體之風

格與作法之異同，「唐無賦」說自從李夢陽提出，經歷前後七子，至於胡應

麟，方提出較為完整的論據。「唐無賦」觀念在明代成形運作的原因，游適宏

在《由拒唐到學唐－元明清賦論趨向之考察》試圖提出解釋： 

 

            事實上，這種「以偏概全」的指責對唐代的古賦並不公平，但因為明代

辨體論經常是「以世次定其盛衰」，既然在他們的觀念裡，唐代古賦也

已經遭到「律化」，於是便索性將唐代化約為一個世次，不再刻意區分

「唐古賦」與「唐律賦」。自抵抗律賦書寫型態來說，「唐無賦」其實

是更為徹底的防範宣導，就如替出生的嬰兒施打預防疫苗般，非但讓初

學賦者從一開始便知道拒唐代律賦於千里之外，也避免他們因為接觸

「律化」的唐代古賦而陷入旁門左道。32 

 

李夢陽提出「漢無騷」、「唐無賦」、「宋無詩」，限制學習對象，便是冀望

學子藉著學習「最正統」的經典，而不要誤入歧途。此與嚴羽《滄浪詩話》所

                                                 
29  〔明〕胡應麟著，《詩藪》，（台北市：廣文書局，1973年），頁 40。 
30  〔明〕胡應麟著，《詩藪》，（台北市：廣文書局，1973年），頁 34-35。 
31  〔明〕胡應麟著，《詩藪》，（台北市：廣文書局，1973年），頁 39。 
32  引自游適宏著，《由拒唐到學唐－元明清賦論趨向之考察》，（台北：政大中文所博士論
文，2001年），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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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學者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同；王廷相〈空同集序〉言：

「空同子往與余論文，云：學其似不至矣，所謂法上僅中矣」，要文人學子，

打從一開始，就拒絕那些「詩化」、「格律化」、「議論化」的賦作。 

 

隨著「唐無賦」說的建立，反對的聲音亦伴之而來。約與後七子同時之文

人王文祿，在其《文脉》中，雖曾言「唐詩賦失也淺，流為輕薄之文」，卻也

相當直接地反對「唐無賦」的說法： 

 

            李空同曰：「漢無騷。」予曰：「司馬相如〈長門〉、揚子雲〈反

騷〉、賈誼〈鵩鳥〉、班昭〈自悼〉，豈曰無騷？」曰：「唐無賦。」

予曰：「李太白〈大獵〉、〈明堂〉，楊炯〈渾天儀〉（按：當為〈渾

天賦〉）、李庾〈兩都〉、杜甫〈三大禮〉、李華〈含元殿〉、柳宗元

〈閔生〉、盧肇〈海潮〉、孫樵〈出蜀〉，豈曰無賦？」曰：「宋無

詩。」予曰：「梅聖俞、王介甫、陳后山、朱晦庵、謝皋羽，擇而誦

之，豈曰無詩？」空同詩賦可觀，文亦句短而氣局，太質而少華，知復

古矣，體裁則否，無大題且見未透。33 

 

王文祿列舉唐代古賦以駁夢陽，並以為李夢陽雖知復古，但見解未透，故文章

有所侷限，然而這樣的見解，在復古風氣方熾之時，並未引起迴響。真正在文

壇引起廣泛論爭，當屬晚明文學革新思潮興起之時，主張「反復古」、「反模

擬」的公安派文人袁宏道，對「唐無賦」說的挑戰。他在《袁宏道尺牘．江進

之》中提到： 

 

            近日讀古今名人諸賦，始知蘇子瞻、歐陽永叔輩識見，真不可及。夫物

始繁者終必簡；始晦者終必明；始亂者終必整；始艱者終必流麗痛快，

其繁也、晦也、亂也、艱也，文之始也，如衣之繁複、禮之周折、樂之

古質，封建井田之紛紛擾擾是也。古之不能為今者也，勢也。其簡也、

                                                 
33 引自〔明〕王文祿著，《文脉》卷一，收入《百部叢書集成》，（台北：藝文印書館，   

197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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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也、整也、流麗痛快也，文之變也。豈不能為繁為亂為艱為晦？然已

簡安用繁？已整安用亂？已明安用晦？已流麗痛快，安用聱牙之語、艱

深之辭？譬如《周書》〈大誥〉〈多書〉等篇，古之告示也，今尚可作

告示不？《毛詩》〈鄭〉〈衛〉等風，古之婬詞媒語也，今人所唱〈銀

柳絲〉、〈掛鍼兒〉之類，可一字相襲不？世道既變，文亦因之，今之

不必摹古者也，亦勢也。張、左之賦，稍異揚、馬，至江淹、庾信諸

人，亦又異矣。唐賦最明白簡易，至蘇子瞻直文耳。然賦體日變，賦心

亦工，古不可優，後不可劣。34 

 

復古主張在提出之時，固然立意甚佳，意圖力挽明前期萎弱平庸之文風，然而

時日漸久，則陷入剽竊剿襲之末流，積重難返。故袁宏道提出「賦體日變，賦

心亦工，古不可優，後不可劣」，並以「唐賦最明白簡易，至蘇子瞻直文耳」

為唐、宋賦翻案，間接推翻「唐無賦」說。後人企圖為「唐無賦」說尋求一種

折衷之說法，以清代王芑孫《讀賦巵言》為例：他一方面認為「賦家極軌，要

當盛漢之隆」，35與李夢陽「祖騷宗漢」之說謀合，一方面卻又認為： 

 

            詩莫盛於唐，賦亦莫盛於唐。總魏、晉、宋、齊、梁、周、陳、隋八朝

之眾軌，啟宋、元、明三代之支流。36 

 

許結認為：「其說雖較圓通，然就明代『唐無賦』說申論，反駁意甚明。」37

近世學者對於「唐無賦」說，則較為持平，依舊針對唐「律賦」而發，而肯定

                                                 
34  引自〔明〕袁宏道著，〈袁中郎尺牘一卷〉，《袁中郎全集》，（台北：世界書局，1964
年），頁 36-37。 

35  引自〔清〕王芑孫著，《讀賦巵言》，收入何沛雄編著《賦話六種》，（香港：生活．讀

書．新知三聯書局，1982年）頁 1。 
36  引自〔清〕王芑孫著，《讀賦巵言》，收入何沛雄編著《賦話六種》，（香港：生活．讀

書．新知三聯書局，1982年）頁 5。 
37  引自許結著，〈明代「唐無賦」說辨析—兼論明賦創作與復古思潮〉，《文學遺產》，1994   
年 4期，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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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古賦」之價值，不同於明人全然否定之態度，如：劉師培《論文雜記》以

為「自唐人以律賦取士，而賦體日卑。」38章炳麟《國故論衡．辨詩》以為： 

 

            賦之亡蓋先於詩，既隋而後，李白賦〈明堂〉，杜甫賦〈三大禮〉，誠

欲為揚雄臺隶，猶幾弗及，世無作者，二家亦足以殿。自是賦遂泯絕。 

 

黃侃《文心雕龍札記》重申科舉對賦體之戕害，使得賦至唐而遂絕： 

 

            自唐迄宋，以賦取士，創為律賦，用便程式，命題貴巧，選韻貴險，其

規矩則有破題頷接之稱，其精采限於聲律對仗之內，故或謂賦至唐而遂

絕，由其體盡變，非復古義也。39 

 

「唐無賦」說之理論前承、提出、以及後繼，歷經宋、元、明、清數朝，由唐

「古賦」、唐「律賦」之爭，至於全然否定的「唐無賦」，最後走向一種較為

持平的結論：對於律賦進行批判，並建立古賦中楚騷漢賦之宗祖地位，肯定唐

古賦之地位，這些說法並行不悖，成為「唐無賦」說之總結。 

 

        最後，筆者並無意評論「唐無賦」說之對錯，僅針對其功過作簡單述評。

「唐無賦」說過於絕對，在理論與創作上，呈現矛盾的狀態： 

 

他們一則以祖騷宗漢的心態提出「唐無賦」，實質上反映出漢以後無賦

（衰於魏）的思想，一則又讚美六朝賦（如王世貞《藝苑巵言》稱讚李

夢陽「才氣高雄，風骨遒利」，「上擬屈宋，下及六朝」）與唐、宋以

後的騷、賦名篇（如李夢陽〈答黃子書〉讚美李白〈大鵬〉、胡應麟

《詩藪》對秦觀〈黃樓賦〉、邢居實〈秋風三疊辭〉的稱許）。⋯⋯一

則高擎「唐無賦」大纛，實際包含了對當代賦風的否定，一則又大量從

                                                 
38  引自劉師培著，《論文雜記》，收入《劉申叔遺書》，（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年），頁 722。 

39  黃侃著，《文心雕龍札記》，（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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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辭賦創作，包括追蹤唐代韓、柳賦格騷風，形成明賦創作盛況。至於

復古文人以賦相互推挹標榜，尤屢見不鮮。40 

 

可見復古派文人雖主張「唐無賦」，但其實對於六朝以及唐代的優秀作品，依

然肯定其價值，既然如此，還堅持要高舉「唐無賦」旗幟的原因，除了之前提

及為避免後進士人誤入歧途外，採用激進之口號，企圖造成振聾發聵的效果，

以廓清明初以來的靡弱文風。事實上，對於應制律賦的批評，以及認為宋文賦

「終非本色」的想法，雖經元人提出「祖騷宗漢」欲復賦體「本色」，然元人

「變律為古」，其目的仍脫不了應制之用。至於明初，文章一則如臺閣體雅正

平庸，一則滲入理學，專作理語，其中雖有李東陽等茶陵派文人欲挽頹風，然

而其創作卻仍不脫臺閣風氣，無法造成全面性的改革。故許結〈明代「唐無

賦」辨析〉稱：「這種祖騷宗漢的『本色』思想，只有到明代復古文人之理論

思想與文人化、個性化之創作實踐，才波瀾壯闊，使辭賦擺脫格律化、散文化

的干擾，導向復古之途。」41明代復古派文人以「唐無賦」說，建立騷賦「祖

騷宗漢」的審美理論，並身體力行以大量的辭賦創作來實踐，終於能真正擺脫

格律化、散文化對賦體的干擾，一改當世文風，此可謂「唐無賦」說對於賦史

之最大貢獻。 

 

此外，其標舉「第一義」，「體以代變、格以代降，是明代復古派論詩兼

賦之藝術思想，並成為明清文學『一代之勝』理論之先聲。」42清人焦循在

《易餘籥錄》卷十五提出一代「有一代之勝」說，雖是針對明代復古派之批

評，然其標舉歷代文學勝體的觀念，則正自「唐無賦」說而來。其文曰： 

 

有明二百七十年，鏤心刻骨於八股。如胡思泉、歸熙父、金正希、章大

力數十家，洵可繼楚騷、漢賦、唐詩、宋詞、元曲，以立一門戶；而

                                                 
40  引自許結著，〈明代「唐無賦」說辨析—兼論明賦創作與復古思潮〉，《文學遺產》，1994   
年 4期，頁 78。 

41  引自許結著，〈明代「唐無賦」說辨析—兼論明賦創作與復古思潮〉，《文學遺產》，1994   
年 4期，頁 84。 

42  引自許結著，〈明代「唐無賦」說辨析—兼論明賦創作與復古思潮〉，《文學遺產》，1994   
年 4期，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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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何、王、李之流，乃沾沾於詩，自命復古，殊可不必矣者。夫一代

有一代所勝，舍其所勝，皆寄人籬下者耳。余嘗欲自楚騷以下，至明八

股，撰爲一集。漢則專錄其賦，魏、晉、六朝至隋，則專錄其五言詩，

唐則專錄其律詩，宋專錄其詞，元專錄其曲，明專錄其八股。一代還其

一代之所勝。43 

 

王國維在《宋元戲曲考．序》也說：「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

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

繼焉者也。」44李夢陽「漢無騷」、「唐無賦」、「宋無詩」之說，標舉出文

人學習寫作之標準，當以楚騷、漢賦、唐詩為宗，其理論固然不免利鈍雜陳，

然其對於洗滌當代文風以及對後世理論之啟發，卻不容忽略。 

 

 

                                                 
43  引自〔清〕焦循著，《易餘籥錄》卷十五，（台北市：文海出版社，1967年），頁 341。 
44  引自王國維著，《宋元戲曲考》，收入《王國維戲曲論文集》，（台北市：里仁書局，1998
年），頁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