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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之於前朝，由於古典文學體式大抵都已完成，故少創見，然而若以此輕

易抹煞明代文人之文學成就，則屬偏見。賦體創作在唐代科舉試賦之後，掀起一

股創作的熱潮。然而，明代已取消科舉試賦，代之以八股文章取士，而辭賦創作

風氣卻始終不墜，較之唐、宋、元反而呈現成長的趨勢。近幾年來，辭賦研究蓬

勃發展，其中關於賦史的建構、歷代作品的耙梳工作已接近完成，無論是賦史、

賦論史皆有無數學者投入研究，惟有明一代賦篇，卻少有學者論及。尤其是今人

論及明代賦論，皆提到「唐無賦」此一觀念，但提出「唐無賦」說法的明代復古

派首領李夢陽，其辭賦作品卻缺乏專門而深入的分析。關於前人對於李夢陽之研

究，多半出現於文學通論，如批評史、文學史、賦史中；或是討論明代中其賦古

文學思潮之篇章中；以及縱觀明代辭賦之相關研究。這些篇章對李夢陽進行概要

性的敘述與定義，多半述其大要，甚至有以偏蓋全，或者一昧批評否定之言論。

真正將焦點至於李夢陽本身之研究者，又泰半針對其生平及詩論而發。有鑑於

此，故本論文以其文集《空同集》中所存三十五篇賦及其賦體雜文為主要研究材

料，並以其文學主張「唐無賦」為輔助材料，從而觀察李夢陽的文學觀和賦觀，

同時參以近人說法，討論李夢陽提出「唐無賦」其後之影響。以下就本論文之研

究成果分項進行說明： 

 

 

一、使用文本之版本、點校工作 

 

本論文針對李夢陽的賦篇著手進行研究，然而《空同集》至今尚未有排印本、

點校本，今國內可資取得者，惟影印本、善本書、微縮資料三種，名稱大同小異。

今可考《空同集》最早之刊本，當為李夢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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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子，但此最早之

刻本，今已不復見。今所見最早刊本為明嘉靖十一年（西元 1532 年）鳳陽知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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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嘉刊本，此為李夢陽外甥，時任鳳陽（今屬安徽省）知府的曹嘉根據黃省曾之

版本重梓者。之後刻本甚多，王公望著〈李夢陽著作明代刻行述略〉認為：「尤

其是甚為罕見的刻於明萬曆三十年（西元1602年）至三十一年（西元1603年）

之鄧雲霄、潘之恆搜輯本為明以來最佳刻本，分上、中、下三卷，輯入詩文六十

六卷附錄二卷。此刻本卷首有李夢陽之〈詩集自序〉、黃省曾序、嘉靖十年（西

元1531年）王廷相序、萬曆三十年（西元1602年）鄧雲霄、馮夢楨序、潘之恆

箋語。另外，還輯入聶豹為梓刻《空同子》八篇所撰之序」。《中國善本書提要》

亦稱「此本為校輯群本而成，較嘉靖各本為獨備，故《四庫全書》據以著錄」。

本論文所使用之辭賦文本，即以現存最早的鳳陽知府曹嘉刊本為底本，參之最完

整之明萬曆三十年長洲刊本進行校對。又因為尚無點校本可資參考，將參閱古人

賦作及今人加以標點譯釋的賦作，以進行標點的工作。點校之後的賦文，依本論

文第三章論述次序附於文後之附錄二中。 

 

 

二、李夢陽辭賦之分析研究 

 

本論文針對李夢陽辭賦作品進行分類分篇各別之賞析，詳細內容請參閱第三

章全文。此處以表格條列方式，簡述其寫作時間、形式、動機與特色等等，次序

依照第三章論述次序： 

 

 

篇名 寫作時間 寫作形式 寫作動機與特色 備註 

俟軒子賦 入仕前（弘治十一

年以前，西元 1498

年以前） 

騷體賦 入仕前所作，修身言

志，自然平易。 

 

送河東公賦 正德元年（西元

1505年） 

騷體賦 丁卯之變，韓文致仕，

李夢陽送韓文還鄉所

作，風格沈著，語多憤

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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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賦 正德三、四年間

（西元 1508-1509

年） 

詩體賦 被閹宦劉瑾羅織入罪，

下獄得免之後所作，風

格沉痛諷刺。 

與王廷陳〈左

賦〉比美。 

鈍賦 正德四年（西元

1509年） 

騷體賦 遭劉瑾羅織罪名，械逮

至京下獄，幸賴康海營

救，得歸大梁後作，慷

慨悲壯。 

與何景明〈蹇

賦〉對應。 

述征賦 正德四年（西元

1509年） 

騷體賦 追述正德三年被械繫北

行之作，情緒愁怨，滿

懷悲壯。 

與徐禎卿〈述征

賦〉對應。 

省愆賦 正德五年（西元

1510年） 

騷體賦 三度下獄得釋，返回大

梁居住時所作，情緒悲

憤憂懼。 

與唐．柳宗元

〈懲咎賦〉對

應。 

寄兒賦 正德七年（西元

1512年） 

騷體賦 江西為官時，睹民不聊

生而作，反映時事，多

沉痛諷刺。 

與李枝〈離思

賦〉對應。 

宣歸賦 正德九年（西元

1514年） 

騷體賦 閒住去職，返歸大梁時

所作，情緒悲憤激昂。 

與何景明〈述歸

賦〉對應。 

緒寓賦 正德九年（西元

1514年） 

騷體賦 閒住去職之後，寓居襄

陽時作品。有歸隱之意。 

 

思賦 入仕後（弘治十一

年以後，西元 1498

年以後） 

騷體賦 為友人駱子而作，抒發

「為子生無以養，死無

以葬，仕也，無以褒斯」

的遺憾。 

 

弔申徒狄賦 弘治七年（西元

1494年） 

騷體賦 居大梁渡黃河時，感申

徒狄沉河之事而作，與

之相惜，明志之作。 

內容受〈弔屈原

賦〉影響。 

弔康王城賦 正德二年（西元

1507年） 

騷體賦 夢陽於丁卯之變後，歸

居康王城時所作。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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蒼涼悲壯。 

汎彭蠡賦 正德六年（西元

1511年） 

騷體賦 任江西提學副使時，造

訪彭蠡湖所作，氣魄雄

渾。 

 

觀瀑布賦 正德六年（西元

1511年）∼正德九

年（西元 1514年）

之間 

騷體賦 李夢陽為官江西之時，

觀廬山瀑布而賦。形容

奇詭，氣魄壯闊。 

 

放龜賦 正德九年（西元

1514年） 

騷體賦 結束官旅生涯前往襄陽

的途中，效趙抃屏去龜

鶴事，放二龜於江潭，

作賦以抒鬱志。 

與李枝〈放龜

賦〉對照 

弔鸚鵡洲賦 正德九年（西元

1514年） 

騷體賦 過鸚鵡洲，感禰衡其人

其事而發，哀愁滿溢。 

 

泊雲夢賦 正德九年（西元

1514年） 

騷體賦 過古雲夢澤而詠之，撫

昔追思，傷懷憐惋。 

 

哀郢賦 正德九年（西元

1514年） 

騷體賦 過古郢都，感楚國人事

而作，追憶故事，筆調

哀傷。 

與屈原〈哀郢〉

同名。 

漢濱賦 正德九年（西元

1514年） 

駢賦 過解佩灘，憶交甫遇女

之事有感而發，詠神女

之美，筆調清麗。 

 

河中書院賦 正德十二年（西元

1516年） 

騷體賦 同鄉呂經毀東嶽祠為書

院，夢陽為此賦以讚其

德政。 

 

弔于廟賦 嘉靖五年（西元

1526年） 

騷體賦 五十五歲謁于肅愍公

祠，觀正德間自製碑

文，於己巳之變有感而

作，悲于謙之遭遇。 

與李夢陽〈少保

兵部尚書于公

祠重修碑〉對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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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友亭賦 嘉靖八年（西元

1528年） 

漢賦體 李夢陽為友人許氏所造

之四友亭而賦，風格富

麗。 

 

大復山賦 不詳 散文賦體 專為何景明所作，景明

號「大復子」，因其山名

而來。此賦氣象雄宏，

為狀何生之靈秀。 

 

竹石賦 不詳 詩體賦 詠竹石而發，篇幅簡短。 形式參考漢．班

固〈竹扇賦〉。 

觀禁中落葉賦 入仕後（弘治十一
年以後，西元 1498

年以後） 

騷體賦 由禁中的落葉聯想到士

大夫的離鄉別土，以短

章曲折達情，風格精警

有力。 

 

朱槿賦 不詳 駢賦 明以朱槿形容美人，又

暗以士大夫比之，辭采

美麗而情緒哀傷。 

 

惡鳥賦 不詳 駢賦 以惡鳥之惡行惡狀比之

小人，旨歸「禍福不爽」

以自廣。 

 

鵲賦 不詳 駢賦 以鵲鳥為德鳥，詠其形

狀以比君子，和平宣暢。 

與梁．徐勉、

明．李東陽〈鵲

賦〉對照 

貢禽賦 不詳 散文賦體 詠貢禽之珍奇之處，然

勞民傷財，諷諫君王當

貴賢游德。 

 

冬游賦 不詳 駢賦 冬季駕車出遊而作，蕭

瑟淒冷。 

 

水車賦 不詳 詩體賦 詠水車與造化競驅之

賦。 

與宋．范仲淹

〈水車賦〉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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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螺杯賦 入仕後（弘治十一

年以後，西元 1498

年以後） 

詩體賦 於友人筵席上見精瑩異

常之螺杯，故為此賦。

以螺杯自喻待明君取而

進用之情。 

 

感音賦 不詳 駢賦 以音樂與情感的聯結入

賦，情思幽邈。 

 

鳴鶴應鐘賦 不詳 駢賦 賦「鳴鶴應鐘」一事，

並以鶴自喻，抒發喟嘆。 

 

嚏賦 不詳 駢賦 以「嚏」為賦，述其生

成原因及心理層面的影

響，抒發不為時用之鬱

結。 

 

哭白溝文 正德二年（西元

1507年） 

散文賦體 放歸途中，路經靖難之

役時的白溝河古戰場，

緬懷先祖之英勇捐驅，

風格悲壯雄渾。 

對應唐．李華

〈弔古戰場文〉

咎旱飇文 正德二年（西元

1507年） 

騷體賦 藉賦文罪咎旱飇，其實

在斥責劉瑾作亂，情緒

悲憤難平。 

 

禱旱文 正德二年（西元

1507年） 

詩體賦 祝禱伏請上蒼念及無辜

群黎，平和情至。 

 

熊士選祭文 正德六年（西元

1511年） 

詩體賦 昔日同因丁卯之變黜歸

之同事，及瑾伏誅卻已

亡故，故以祭文悼之，

情感真誠，既恭且哀。 

 

邃菴辭 不詳 騷體賦 賦楊一清之居室，此外

也在申明己志，強調貞

心恆保，未玷師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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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歌辭 不詳 騷體賦 對象未明，然哀思連綿

不絕。 

 

 

  

三、李夢陽與明代中期復古思潮 

 

    明初所制定對於復古思潮影響重大之政治文化措施，便是詔復唐制，恢復科

舉考試制度，以及提倡程朱理學與制定八股文程式。君王欲以功名利誘讀書人，

並以理學控制其思想，一時之間然天下士子，咸以鑽研八股以求仕進為務，終日

「代聖人立言」，而不知為文有他法。讀書人在入仕前專心致志於八股程式之習

作；入仕後，詩歌、散文等正統文學成為士人官場文化中組成應酬詩文的重要角

色，然而由於先天不足，後天失調，所以寫作之文體一方面為迎合帝王，一方面

限於所見，內容也以事關朝廷者為多，文章風格大抵平緩紆徐、雍容典雅，文壇

領導者即為朝廷的宰輔閣臣，故其文章被稱為臺閣體。然其末流，則漸變為膚廓

冗長、千篇一律。其時察其流弊，欲思改革者，即李東陽所倡之茶陵詩派。但因

其成員之背景，與臺閣體相同，大多是內閣與翰林院的上層官僚，因此即使欲建

立新的理論，推翻臺閣風氣，但其創作卻未能完全擺脫臺閣習氣，在某種程度上

甚至可以說是新的臺閣體。茶陵派無法革除「臺閣體」的流弊，故無法掀起全面

性恢復古典審美理想之浪潮，徹底改變文壇。 

     

    以李夢陽為首的前七子崛起的時代，正是明孝宗在位之時，為政治較清明之

時期，孝宗不同於太祖和成祖，對於士大夫十分禮遇，其德澤常使朝臣念念不忘。

故知識份子感於此時之氛圍。弘治年間，文壇勃興，士人倡和的風氣十分興盛，

造成復古派文人的交流，同時創立了基本的理論根基，故李夢陽、何景明等人就

在這樣的情形下崛起，針對理學束縛文人、八股桎梏學子，以及對於臺閣體末流

的千篇一律，發出駁正之議。並倡言學古，以漢唐文章、盛唐詩作為標舉對象，

「使天下復知有古書」。此外，由於同時期「心學」的出現，復古諸子也強調以

「真」、「情」為詩文，拒絕理學對於文學的滲透。然而孝宗朝結束之後，武宗即

位，政治局勢大變，帝王荒政、宦官專權，復古文人屢屢遭受打壓。雖然這些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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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使得復古派文人承受不斷的挫折與苦痛，但事實上，他們的精神卻沒有同時被

折磨殆盡，反而變得更堅韌、更深沉，這些蹇滯的生命歷程，卻使得他們的創作

得到豐碩的成果。我們可以發現，在復古派文人的作品中，即使身處於獄中、謫

戍邊疆的路途中、被放歸故里的老家裡，復古諸子仍然不懈怠的加以創作，這些

憂患國事、民生苦難的心情，以及個人之多蹇命運，都成為創作者的材料，激發

復古派文人強烈的創作動機。復古派文人挾其明確之文學理論主張，加上宗派門

徒互相標榜，並持續不斷地創作大量的作品，復古思想因而風行蔚然，一舉滌淨

臺閣習氣。同時使得鑽研於八股程式之學子，從「終日代聖人立言」的寫作角度，

回歸文章中有「我」、有「真我」、有「真情」的寫作風格，屬於作者之主體性終

於得以得到重視。 

 

 

四、李夢陽辭賦風格與文學實踐之觀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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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李夢陽〈駁何氏論文書〉以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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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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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何氏論文書〉一文中也說：「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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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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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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後人訾議復古派的創作以剽竊為能事，而欠缺靈魂，以之為「假古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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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更有用字艱澀

的問題。然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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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唐無賦」說 
 

    「唐無賦」的觀念並非李夢陽所首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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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變而為天地為

爐，再變而為堯舜性仁，於是始無賦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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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們並未否定唐代古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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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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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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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說法並行不悖，成為「唐無賦」說之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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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之前提及游

適宏所主張，是一種類似打預防針的作用，標舉出所謂的「經典」供後人學習，

目的就在避免後進士人誤入歧途。筆者更以為「唐無賦」說乃復古派文人所採之

策略應用，目的就在於以激進之口號，企圖使得當時文人耳目一新，以達到振聾

發聵的效果，進一步得以廓清明初以來的靡弱文風。同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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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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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