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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和研究目的 

     

唐代是中國詩歌史上最輝煌的時期，古典詩之盛況前所未有，誠如明人胡應

麟所云：「甚矣！詩之盛於唐也。其體則三四五言，六七雜言，樂府歌行，近體

絕句，靡不備矣。其格則高卑遠近，濃淡淺深，巨細經麤，巧拙強弱，靡弗具矣。

其調則飄逸渾雄，沈深博大，綺麗幽閒，新奇猥瑣，靡弗屆矣。其人則帝王將相，

朝士布衣，童子婦人，錙衣羽客，靡弗預矣。」1唐詩在形式上不僅眾體皆備，

作品風格多樣，作者身份更是多元，無怪後人以「詩」為唐代「時代文學」的表

徵。而唐詩的整體發展在盛唐攀上顛峰，以審美風格來說，明人高棅有云：「開

元、天寶間，則有李翰林之飄逸，杜工部之沈鬱，孟襄陽之清雅，王右丞之精緻，

儲光義之真率，王昌齡之聲俊，高適、岑參之悲壯，李頎、常建之超凡。」2，

將盛唐各領風騷的詩家風格作一總評，其中，以王維和孟浩然作為代表的自然詩

3，和以高適、岑參作為代表的邊塞詩，正是盛唐各擅勝場的兩大詩派，引領後

代學人進入無窮的論述空間。自然詩承陶淵明的田園詩和謝靈運的山水詩而來，

可謂源遠流長，相對於此，後人往往視邊塞詩為唐人精神文化的產物，亦是盛唐

氣象的最佳表現，何寄澎先生在《唐代邊塞詩研究》乃云： 

 

  只有邊塞詩，從初唐到晚唐，一直延續著。唐人的精神，時代的歌哭，都 

濃縮而精確的表現在邊塞詩中。邊塞詩內容的改變，形式的改變，以及情 

                         
1 （明）胡應麟：《詩藪》（台北：廣文書局，1973年）第三冊，外編卷三，頁 479-480。 
2 （明）高棅：《唐詩品彙》（台北：學海出版社，1983年），頁 8下。 
3 葉慶炳：《中國文學史》（台灣：學生書局印行，1997年），頁 349。有云：「盛唐時，田園詩與

二謝所倡導且亦消沈已久之山水田園詩結合，吾人謂之自然詩。既寫自然美景，亦詠田園生活。」

故「自然詩」乃指稱結合了山水詩與田園詩的新詩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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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的改變等等，也都恰好反應唐人精神的轉變。而與時代之改變成一平行 

曲線。因此，只有邊塞詩最足以代表唐代，亦只有邊塞詩方為真正的唐 

詩。
4
 

 

從文化民族性和現實層面來看，其不僅給予唐代邊塞詩高度的評價，也直接以邊

塞詩為唐人的代表。後人對邊塞詩的研究，大致不出唐代的範圍，且因盛唐邊塞

詩已在質量上達到高度水準，故多以盛唐為主軸來進行討論。 

 

邊塞詩在唐代如此興盛之因素，可從各個方面來進行討論，而盛唐邊塞詩的

空前成就，在此之前，必有一定的醞釀時期，絕非劈空而至。秦紹培先生和劉藝

先生在〈論唐代邊塞詩及其繁榮原因〉一文中就如此認為： 

      

任何事繁盛高潮的出現都有其必然因素，唐代邊塞詩的興盛也不例外，

有著較為複雜的原因。但概括起來不外乎內在因素和外在因素。所謂內

在因素，即邊塞詩自身的發展。……我國文學史上這條描寫邊塞生活詩

歌的長蔓，由萌芽到成熟，延續不斷，它們在思想內容及藝術上積累了

豐富的經驗，唐代邊塞詩正是在繼承了前人成果的基礎上而繁榮壯大

的。……所謂外在因素，即社會時代因素。5 

 

其二人將唐代邊塞詩繁榮原因概分為「內在」和「外在」兩部分6來探討，簡而

言之，唐代邊塞詩正是在前代的基礎上，適逢時機成熟而大放異彩，故若對前代

                         
4 何寄澎：《唐代邊塞詩研究》（台北：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73年），頁 2-3。此外，

何寄澎認為唐詩的另一部份：社會寫實詩，因「在盛唐末期以後始漸產生而盛行，至晚唐而衰歇，

它完全是應時代之變動而生，因此它所能代表的唐代也只是一個片段」，故亦非能完整的代表唐

詩。 
5 秦紹培、劉藝：〈論唐代邊塞詩及其繁榮原因〉，《新疆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二十卷

第一期（1992年），頁 83。 
6在此對文中「內在」和「外在」因素作一較詳細的說明。「內在」因素是邊塞詩本身的發展，主

要是建立在前代詩人們邊塞詩創作的基礎之上，唐人在此發展革新。「外在」因素是社會時代因

素，主要有唐代全國的空前統一、民族大團結、追求建功立業的時代精神和唐代的民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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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塞詩進行研究，亦可視為唐代邊塞詩研究中的重要一環。然而，相對於盛唐邊

塞詩，學界對初唐乃至於前代邊塞詩的研究實顯薄弱，詳細資料將於本章第三節

介述。職是之故，筆者以盛唐之前邊塞詩的研究為題，最主要的原因即是期望在

前代邊塞詩的研究基礎之上，一探發展而為盛唐邊塞詩的軌跡。 

 

    在前代的邊塞文學中，南朝邊塞詩的發展是相當引人注目的，因為邊塞詩的

質與量在這個時代都得到高度的提升，此一文學趨勢實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

關於這個課題的研究，王文進先生從博士論文《荊壅地帶與南朝詩歌關係之研究》

7開始8，即致力於南朝邊塞詩的「正名」活動，其藉由整理南朝多達一百餘首的

邊塞詩作，得出「邊塞詩形成於南朝」的結論，這對於傳統文學史上的南朝詩論

無疑是個不小的挑戰和突破。無論學界的接受程度多少，王文進先生的研究確實

將近年學界對邊塞詩的研究推向另一個嶄新的領域，開展出新的論述主題。除此

之外，南朝邊塞詩對於後代邊塞詩，尤其是對唐代邊塞詩的影響，是王氏最主要

的用力之處，其研究中已大致提到了南朝邊塞詩對初、盛、中、晚唐邊塞詩，甚

而對宋代邊塞詞的影響，其中較為詳細的論述過程亦留於本章第三節介述。王氏

的研究實帶給筆者甚大的啟發，在其研究基礎之上，深察南朝邊塞詩尚有許多值

得深入研究的領域，而南朝邊塞詩與唐代邊塞詩的關係，更是重點所在。初唐作

                         
7 王文進：《荊壅地帶與南朝詩歌關係之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1985年），第四章〈荊雍征戰與南朝邊塞詩之形成〉。 
8除了博士論文之外，其又出版《南朝邊塞詩新論》（台北：里仁書局，2000年）。還有近年來在

研討會中所發表的一系列邊塞詩論文，如〈邊塞詩形成於南朝論－兼論文學史上南北朝詩風交融

之說〉（第九屆「古典文學會議」論文，台北：中國古典文學會主辦，1998年 10月）、〈邊塞詩

形成於南朝的原因〉（第一屆「魏晉南北朝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成功大學主辦，1991年 4

月）、〈南朝邊塞詩的類型〉（第六屆「國際比較文學會議」論文。後此文轉載於台北：《中外文學》

第二十卷第七期）、〈初唐邊塞詩中的南朝體－南朝邊塞詩對唐人邊塞詩影響的初步觀察〉（「六朝

隋唐文學研討會」論文，中正大學主辦，1994年 4月）、〈南朝邊塞詩中的閨怨與征怨〉（第三屆

「中國詩學會議論文集」，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主辦，1996年 5月）、〈南朝邊塞詩中的時空思維問

題〉（第三屆「魏晉南北朝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成功大學主辦，1996年 4月）、〈州府雙軌

對南朝文學的影響－以荊雍地帶為主的觀察〉（第十一屆「中國古典文學會議論文」，台北：學生

書局，1990年 10月）和〈南朝文人的「歷史想像」與「山水關懷」－論「邊塞詩」的「大漢圖

騰」與「山水詩」的「欣於所遇」〉（第三屆「魏晉南北朝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台中：東海大

學中國文學系與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辦，1997年 10月）等。以上單篇論文的先後順序，乃按

照王氏《南朝邊塞詩新論》書後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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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銜接南朝和盛唐的時代，多方面處於承襲與轉變的地位，邊塞詩亦不例外。且

若按照學界普遍的時期劃分，把初唐下限訂在睿宗，足足有將近九十年的時間，

佔了唐代歷史的三分之一，對此時期研究不足就無法真正掌握唐代邊塞詩的發

展，可見其重要性。故筆者大膽地將南朝到初唐的邊塞詩劃歸為同一整體的研

究，期能一方面發掘出這個時期邊塞詩的內涵和特色，一方面瞭解邊塞詩在此時

期的發展和變化。 

 

    劃定了以南朝到初唐的邊塞詩為研究範圍後，面對龐大的研究對象，實需進

行聚焦的工作，才能做較為深入的研究。故藉由文本的整理和分析，筆者試圖想

要抽繹出一個主題研究可以大致貫串南朝到初唐邊塞詩的主要內涵。在諸多關於

邊塞詩的研究中，顯而可見，邊塞詩中所呈現的時空觀，往往作為論述的切入點，

以此開展不同的論述主題。主要原因在於，空間的轉換即是邊塞詩產生的本質，

在空間的轉換之下，複雜的時間變化往往伴隨其中，這種與「中原」或「現狀」

截然不同的時空觀在邊塞詩中處處可見，是邊塞文學的最大特色，也造成了詩人

感官上的突兀和情感的觸動，進而引導出一連串的回應與行動。而使用「結構」

一詞於題目中，旨在探討時、空兩個要素在詩中如何被表現和如何去構成整首詩

作，其是否有特定的、規則的表現方式。這就像化學中的化合物一樣，在歸納出

一些較具規則的排列方式後，再來試圖找尋它們的解釋和原因。當然，這與西方

結構主義所用「結構」一詞所指涉的意涵是相同的，就是在討論一個體系中內部

元素的相互關係，且探討它們的變化帶給整體文本表現上如何的可能性。所以，

若掌握住詩中「時空結構」的研究，必然涉及邊塞詩整體的創作方式和作品內涵。

舉個例子來說，在王文進先生的研究中，就是以南朝邊塞詩的時空結構出發，來

思考南朝文士北都依戀的心理狀態。另外，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從二００一年

一月起，亦開始執行為期一年的「空間、地域與文化」系列學術研討會計畫，試

圖透過跨學科的合作，考察中國文學書寫與空間、地域的相互關係，目的在於「抽

繹出其中的空間觀念與地域關懷，並揭示其所指涉的價值體系與文化意涵，從而



南朝到初唐邊塞詩中時空結構之研究 - 5 - 

建構屬於中國人的空間理論」。
9
正如劉苑如先生和李豐楙先生在《空間、地域與

文化》的導論一開始便說道： 

 

      空間和時間一樣，都是人類認知的重要向度，人們很早就開始以形狀、地

域、距離和方向等表達空間的概念，然空間的表徵並非只是一種物理的表

現，它涉及了個人對於空間訊息的思考、推理和操作。因此，透過空間表

徵所表述的空間就不再是靜態不變的物質，也非純然的想像，而是社會關

係的產物。
10
 

 

這段談話是為文學創作中的空間主題而發，強調了人類思維的建構與「時空」結

構的密不可分，時空結構一方面影響人的認知，人亦可藉由對時空結構的操作，

去重構思維的模式。此研究計畫所收論文涵蓋先秦到現代，所討論的空間意識包

括具體的空間類型分析和抽象的空間意識闡述，不僅豐富了這一領域的研究，也

深刻了中國文學中的文化表現。故在此愈形壯大的研究趨勢之下，筆者正可汲取

其中豐富的研究成果和多層次的思考面向充實於邊塞詩的研究，以「時空」作為

南朝到初唐邊塞詩的研究起點，呈顯出南朝到初唐邊塞詩獨特的「時空結構」，

並以此分析南朝到初唐詩人創作邊塞詩的心理狀態和思維模式，從而連結當時的

社會背景和文化精神，為南朝到初唐邊塞詩作一論述和詮釋。 

 

 

第二節  研究範圍和研究方法 

 

    在進入南朝到初唐邊塞詩的討論之前，有些問題尚待釐清和說明，包括「邊

                         
9 劉苑如、李豐楙主編：《空間、地域與文化－中國文化空間的書寫與闡釋》（台北：中央研究院

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上冊，出版說明頁 1。 
10
 同上註，〈導論〉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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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詩」的界定、本論文所取詩作的時代範圍，以及本文各章節的主要安排和預備

操作的研究方法等。 

 

（一） 「邊塞詩」的界定 

 

先根據漢語大辭典，從字義上來釐清「邊塞」一詞的含意，「邊」當有邊境、

邊界之意，而「塞」多指邊界上可以據險固守的要地，故簡而言之，「邊塞」即

泛指邊疆地區的要塞，藉此對「邊塞詩」所含涉的內容便有最基本的認知。而中

國「邊塞」觀念的來源始自秦朝一統天下後，連接戰國諸國的長城，成為胡漢地

理上的分界和防禦線。隨著秦漢版圖的擴充，胡漢之界也屢有遞更，然漢人慣稱

的「邊」、「塞」或「邊塞」之詞11，大抵不出「長城」一代的邊境之地。秦漢以

降，歷代版圖不一，邊塞內涵自然有所不同，但文學作品中的邊塞觀幾乎已與「長

城」脫離不了關係，譚優學先生在〈邊塞詩泛論〉一文中即為「邊塞」作了清楚

而簡要的界定： 

 

      文學史上說的邊塞詩，以地域而言，主要指長城一線及河西隴右的邊塞之

地。12 

 

這是先從地域上為「邊塞詩」作一個界定，故詩中內涵必涉及此帶之邊境地域，

方可劃入邊塞詩的範圍。 

 

    此外，後人在界定邊塞詩時，往往加入「時間」等其他相關因素。根據目前

的史料，中國詩歌中劃分出「邊塞」一類，乃始於北宋人所編的詩文總集《文苑

                         
11 王文進在《荊壅地帶與南朝詩歌關係之研究》（見註 7）第四章第二節〈長城的南移與南朝邊

塞觀的用法〉中，對於漢人使用「邊」、「塞」和「邊塞」等詞的指稱和用法有詳細的論述和舉例。

筆者此處乃參考王氏的研究，簡而言之。 
12
 見《唐代邊塞詩論文選》（甘肅教育出版社，1988年），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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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華》，其「軍旅部」下有「邊塞詩」一類。其後，有明人楊慎在《升菴詩話》

卷四，耳衣條云： 

 

      唐人邊塞曲：「金裝腰帶重，棉縫耳衣寒。」耳衣，今之暖耳也。13 

 

然「邊塞詩」一詞的廣泛運用，則直至清人施補華《峴傭說詩》所載才開始： 

 

      〈秦時明月〉一首，〈黃河遠上〉一首，〈天山雪後〉一首，〈回樂峰前〉

一首，皆邊塞名作，意態絕健，音節高亮，情思悱惻，百讀不厭也。14 

 

楊慎和施補華所舉共五詩均為唐人之作，依次為： 

 

1. 李廓〈送振武將軍〉：「葉葉歸邊騎，風頭萬里乾。金裝腰帶重，綿縫耳

衣寒。蘆酒燒蓬暖，霜鴻撚箭看。黃河古戍道，秋雪白漫漫。」15 

2. 王昌齡〈出塞〉：「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成飛將在，

不叫胡馬度陰山。」16 

3. 王之渙〈涼州詞〉：「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需怨楊

柳？春風不度玉門關。」17 

4. 李益〈從軍北征〉：「天山雪後海風寒，橫笛遍吹行路難。磧裏征人三十

萬，一時回首月中看。」18 

                         
13 明．楊慎：《升菴詩話》（收入《歷代師話統編》第三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

頁 83。 
14 清．施補華：《峴傭說詩》（收入《歷代師話統編》第五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年），頁 577。 
15 此詩引自《全唐詩》（淸康熙四十五年敕編，台北：明倫出版社，1971年）第七冊，卷四百七

十九，頁 5457。 
16 此詩引自胡問濤、羅琴校注：《王昌齡編年校注》（成都：巴蜀書社出版，2000年）卷一，頁

20-12。 
17 此詩引自同注 15，第四冊，卷二五三，頁 2849。 
18
 此詩引自范之麟：《李益詩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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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益〈夜上受降城聞笛〉：「回樂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

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
19
 

 

三氏均未解說「邊塞詩」一詞，亦沒有為它下一定義。然而，從他們所舉出的邊

塞詩作來看，全為唐人的作品；再從四位詩人的生平背景來看，都有親赴邊塞的

生活經驗
20
。所以許多學者在為邊塞詩下定義時，便視唐代為邊塞詩必要的時代

限制，甚而亦將詩人是否有親赴邊塞的經驗作為條件，如胡大浚先生在〈邊塞詩

之涵義與唐代邊塞詩的繁榮〉一文中即認為： 

 

      邊塞詩是中國文學史上，產生於特定歷史條件下的文學現象。……產生於

隋季唐初，極盛於開、天年間，流響於唐之中晚葉。21 

 

其認為邊塞詩為唐人特有的產物，而譚優學先生在〈邊塞詩泛論〉中更明白指出： 

 

      我們所謂的邊塞詩，首先是指唐代，而且指盛唐，它是有時間限制的。…

以作者而言，要有邊塞生活的親身體驗。22 

 

文中更明百指出邊塞詩必唐，而邊塞詩人必需具備邊塞經驗。然筆者認為邊塞詩

的創作的確從盛唐開始蔚為大觀，具有獨特的時代價值和質量俱豐的藝術成果，

是盛唐賦予並確立邊塞詩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但若僅將邊塞詩的範圍劃定在唐代

或盛唐詩作，是漠視了前代已有為數不少邊塞詩的事實，可說是極其狹隘的界

定。此外，檢閱唐代寫征戍題材的詩歌，亦不時反映在毫無征戍經驗的詩人作品

                         
19 同上注，頁 124。 
20 其生平事蹟均有提及詩人曾經歷邊塞，李廓可見《唐才子傳卷第六•李廓》；王昌齡則可參考

傅璇淙《唐詩人叢考．王昌齡事蹟考略》；王之渙可見靳能《唐故文安郡文安線太原王府君墓誌

銘箋．卷三》；李益亦可參考《唐才子傳．卷四》的記載。 
21 胡大浚：〈邊塞詩之涵義與唐代邊塞詩的繁榮〉，《西北學院學報》第二期（1986年），頁 47。 
22
 見《唐代邊塞詩論文選粹》（甘肅教育出版社，1988年），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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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知「身歷其境」並非邊塞詩的創作的絕對條件。故筆者認為無論創作詩歌

的朝代，無論詩人是否曾涉足邊塞，只要在詩中呈顯出特定的邊塞主題，均可歸

入邊塞詩的範疇，作品中的邊塞內涵可以秦紹培先生和劉藝先生的意見作為參

考： 

 

      邊塞詩大致包含兩個方面：第一方面，是寫那些與邊塞征戍有關涉的詩，

邊塞戰爭生活、士卒思鄉之情、思婦幽怨之情都包含在內。…第二方面，

是那些關於邊塞遼闊壯麗的自然風光及風土人情之詩。
23
 

 

從這兩個方面來看，凡與這些主題相關的詩作，筆者認為應均可視為邊塞詩。 

     

綜合以上對邊塞詩在「地域」上和「主題」上的思考，以及去除了時代的限 

制，即是筆者對邊塞詩的界定。 

 

（二） 時代範圍 

 

    本文所取詩作的時代範圍，上限自南朝宋開始，下限至盛唐前。在南朝邊塞

詩作方面，除了以上一節對邊塞詩的界定來整理邊塞詩作，亦參考劉漢初先生〈梁

陳邊塞詩小論〉24一文所製之表，和王文進先生在《南朝邊塞詩新論》25一書中所

製之表。包括南朝宋、齊、梁、陳四個朝代，共將近五十位詩人，總計約一百六

十餘首邊塞詩。 

    在初唐邊塞詩的取材方面，就必須先簡要來談談唐詩「四唐分期說」的問題。

                         
23 同注 5秦，頁 81。 
24 劉漢初：〈梁陳邊塞詩小論〉，收錄於《魏晉南北朝文學論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

頁 69-82。 
25 見王文進：《南朝邊塞詩新論》（台北：里仁書局，2000年），頁 7-11。此表與上註之表略有出

入，可相互參照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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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人論唐人詩，大抵分為初、盛、中、晚四期，這種劃分是以政治史的發展來比

附文學史的發展，合理與否見仁見智，亦非本論文的重點所在，然唐詩分期法的

確為數量相當龐大的唐詩提供了研究基本的架構和範圍。作為「四唐分期說」常

引證的資料有唐人司空圖〈與王駕評詩書〉、宋人嚴羽《滄浪詩話》、元人方回《瀛

奎律髓》、元人楊士弘《唐音》和明人高棅《唐詩品彙》五書
26
，「四唐」的概念

在過程中逐漸成形，最後「四唐」名稱是在楊士弘的《唐音》中始確立，然確切

的時間斷限和各期特徵則是有待於高棅
27
，其云： 

 

      略而言之，則有初唐 、盛唐、中唐、晚唐之不同。詳而分之：貞觀、永

徽之時，虞、魏諸公稍離舊習，王、楊、盧、駱因加美麗，劉希夷由閨帷

之作，上官儀有婉媚之體，此初唐之始制也。神龍以還，洎開元初，陳子

昂古風雅正，李巨山文章宿老，沈、宋之新聲，蘇、張之大手筆，此初唐

之漸盛也。開元、天寶間，則有李翰林之飄逸，杜工部之沈鬱，孟襄陽之

清雅，王右丞之精緻，儲光羲之真率，王昌齡之聲俊，高適、岑參之悲壯，

李頎、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大曆、貞元中，則有韋蘇州之雅澹，

劉隨州之閑曠，錢、郎之清贍，皇甫之沖秀，秦公緒之山林，李從一之台

閣，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際，則有柳愚溪之超然復古，韓昌黎之

博大其詞，張、王樂府得其故實，元、白序事務在分明，與夫李賀、盧仝

之鬼怪，孟郊、賈島之飢寒，此晚唐之變也。降而開成以後，則有杜牧之

                         
26唐人司空圖在〈與王駕評詩書〉一文中綜論唐代詩歌，其云：「國初，上好文章，雅風特盛。沈、

宋始興之後，傑出江寧，宏思於李、杜，極矣。右丞、蘇州，趣味澄敻，若清沇之貫達。大曆十

數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勍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劉公夢得、楊公巨源，亦各有勝會。浪仙、

無可、劉得仁輩，時得佳致，亦足滌煩，厥後所聞，徒褊淺矣。」已概括談論到唐朝四期的詩人。

嚴羽《滄浪詩話．詩體》有云：「以時而論，則有建安體…，唐初體、盛唐體、大曆體、元和體、

晚唐體。」尚無「中唐」之名，分別為「大曆」和「元和」兩體。方回《瀛奎律髓》有云：「予

選詩以老杜為主。老杜同時皆盛唐之作，亦皆取之。中唐則大曆以後，元和以前，亦多取之。晚

唐諸人，賈島開一別派，姚合繼之。」 
27多位學者均認為楊士弘《唐音》始正式列出唐代四期說然蔡瑜在《高棅詩學研究》中卻認為此

一問題尚有待商榷，其言：「楊士弘的基本觀念中，對於唐初和盛唐的分別不甚嚴格，他或以唐

初盛唐合言，或言唐初包括盛唐、言盛唐包括唐初直到《唐詩品彙》出，才確切地分出初、盛、

中、晚四唐，並將嚴羽、楊士弘所稱的『唐初』改為『初唐』，成立整齊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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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縱，溫飛卿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許用晦之偶對，他若劉滄、馬戴、

李頻、李群玉輩，尚能迎蠅黽勉氣格，將邁時流，此晚唐變態之極，而遺

風餘韻猶有存者焉。
28
 

 

根據其時間斷限，初唐乃「奠基成形期」，從唐高祖武德元年至睿宗太極元年（西 

元 618-712）；盛唐是「成熟發展期」，自玄宗開元元年至代宗永泰元年（西元 

713-765）；中唐是「轉變期」，自代宗大曆元年至文宗太和九年（西元 766-835）； 

晚唐是「回光返照與結束期」，自文宗開成元年至昭宣帝天祐三年（西元 

836-906）。現在有些學者的分類或有修正29，但大致以此為基礎。本論文所取初唐 

詩便依此時代斷限，然並非每位作家之作品均有確切的繫年可查，作家生平橫跨 

初盛唐亦所在多有，故所取詩作以初唐重要詩人為主，旁及同時代其他作家。除 

此之外，北朝與隨代之邊塞詩作，亦在本文的討論之內。 

 

（三） 章節安排 

     

    本論文擬分為六章，每一章又各分為若干小節。依各章節的論述主題和目

的，運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將其簡述如下： 

     

第一章：緒論。此章說明以「南朝到初唐邊塞詩中時空結構之研究」為題的

研究動機、目的、取材範圍和研究方法。並就文獻資料對邊塞詩作一定義，對前

人相關研究成果作一介述和檢討。故此章節乃以資料研究為主，在比較歸納中確

立本文的研究範圍和價值。 

 

                         
28 同注 2，頁 8下，頁 9上。 
29 如美國學者斯蒂芬•歐文所著《初唐詩》（大陸：廣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一書，就將初唐

年表斷在玄宗即位四十四年後，即西元 7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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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初唐以前邊塞詩的發展。此章是進入本文主題討論前的準備工作。

首先，欲將中國文學史中源遠流長的邊塞觀和邊塞文學耙梳而出；其次，將南朝

和初唐邊塞詩的發展狀況作一全面性的整理。故此章節也以相關的文獻資料為

主，期結合多重視角，以邊塞詩文本為核心，對當時邊塞詩創作的情形、主要詩

人、基本內涵和詩歌形式等有初步的認識。 

 

    第三章：南朝到初唐邊塞詩中的時空結構。此章筆者欲以文本分析的方法，

從「細讀」
30
文本開始，對作品進行較為詳盡的分析和詮釋，以試圖抽繹出南朝

到初唐邊塞詩中所呈現的主要時空結構。除了整理和歸納文本所呈現的時空結構

外，亦期以此進入當時的社會背景和詩人創作的目的與情形。 

 

    第四章：南朝到初唐邊塞詩中的時空思維。此章節是延續上一章的討論，期

再深入探討詩歌獨特時空結構背後所蘊含的時空思維，期以此開展文本更大的論

述空間，故會運用適切的文學批評理論作更為清楚的描述和詮釋，挖掘出文本更

深沈的意涵。 

 

    第五章：隋與初唐邊塞詩中時空結構的轉變。此章節是第三章和第四章之

外，本文的另一個論述重點。初唐作為盛唐之音的拉幕者，從南朝以來邊塞詩中

的內涵在這個時代已有開始轉變的跡象。此章便是在前二章文本分析的基礎之

上，作比較性的研究，從而發掘出初唐邊塞詩有別於南朝的獨特之處，並以此稍

窺盛唐邊塞詩的逐步成形。 

 

    第六章：結論。結合前五章的論述，總結南朝到初唐邊塞詩中時空結構的特

                         
30 細讀（close reading）是瑞恰慈（I.A.Richard，1893-1979）提出的，也確立了新批評（New 

Criticism）對作品本身的重大策略，即是對文本進行詳盡的分析和詮釋。雖然，細讀要求完全

專注於文本，卻忽視了圍繞文本的種種因素，形成文本的孤立性。故本文雖以細讀作為分析的基

礎，卻不主張忽略文本之外的問題，因為所有與文本相關的討論，均有助於對文本的詮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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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和內涵。 

 

 

第三節  前人研究成果之檢討 

     

    本節擬以前文所提出的研究動機、研究範圍和研究方法等為基準，回顧並檢

討前人研究的成果。如此，可藉由已形成的知識背景作更進一步的研究，亦能將

本文擬探討的問題放置到目前學界的研究中，求一自我定位與意義。 

根據筆者所掌握的資料，目前學界有關南朝和初唐邊塞詩的研究數量極少， 

大部分關於邊塞詩的研究均集中在盛唐，且以盛唐邊塞詩人岑參的研究為主。另

外，有些研究雖不以邊塞詩為題，卻或多或少觸及了邊塞詩的相關問題。下文的

論述將以與本文論述主題的相關程度，作詳略不一的介述和評論。 

 

    誠如本文第一節所言，本文論題的確立實受到王文進先生研究的啟發。王氏

的相關研究中31，應可以《南朝邊塞詩新論》作為代表性的結論。其研究指出，

一般學者對邊塞詩的研究和定義大多著重於唐人作品，卻未曾注意到唐人邊塞

「大量使用漢代典故」的現象乃成立於南朝，而以南方文學為綺麗柔美的傳統文

學觀，造成歷來學者忽略邊塞詩大量出現於南朝的根本原因。王氏除了從「樂府

古題的沿用」、「內容主題的襲用」和「語言運用的相似性」三方面來論述唐代邊

塞詩，甚至是宋代邊塞詩對南朝邊塞詩的承襲，更戮力於研究南朝文人「為何」

和「如何」寫邊塞詩的問題。王氏藉由歸納五種南朝邊塞詩常出現的類型32，推

斷出南朝文人在邊塞詩中「以長安為焦距複製出大漢帝國拓邊守疆的歷史縮圖」

和「長城意象的思維轉移」，乃基於對北都神州的依戀和攀附大漢雄風的渴望。

                         
31 詳見本章註 7和註 8。 
32 1.「漢將」、「嫖姚」、「李將軍」等征戰將領 2.「匈奴」、「單于」、與「胡兵」等征伐標的 3.

「長城」、「邊城」的戰場線與「出塞」方式 4.西北方要塞的「陰山」、「居延」、「玉門」和「祈

連」等 5.西域征戰點的「天山」、「樓蘭」、「輪臺」、「交河」和「疏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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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進先生在南朝邊塞詩的研究成果和貢獻無庸置疑，不僅撼動文學史上對南朝

文學的傳統定論，亦為唐代邊塞詩的形成和呈現提供了根據，黃景進先生於《南

朝邊塞詩新論》的序中即寫到： 

 

      他所舉出的一百多首南朝邊塞詩顯然已嚴重動搖長期以來的「定論」。……

長期以來，唐代邊塞詩受到北朝文風影響的觀點顯然已受到嚴重挑戰，實

際上唐代邊塞詩所繼承的正是南朝的文學傳統。……在證明南朝已有邊塞

詩並考察其來源之後，顯然已達到顛覆傳統文學史觀的目的。於是作者針

對南朝邊塞詩特有的時空思維進行深入的分析。33 

 

這段序對王文進先生的研究表示肯定，也簡述其研究成果。然王氏對南朝邊塞詩

中「時空錯置」的研究，還留下相當多的討論空間。除了可再深入探討「時空錯

置」的創作心理和時代精神，南朝邊塞詩中另具獨特的「時空結構」，若可同時

進行分析，勢必對南朝邊塞詩的時空思維有更全面的掌握。此外，王氏在論述唐

代邊塞詩的部分，著重在南朝邊塞詩對其影響的軌跡。然初唐作為上承南朝下啟

盛唐的階段，受到前代影響之餘，必有屬於當代的精神和內涵，故觀察邊塞詩在

初唐的轉變亦是本文擬進行研究的一部份。 

 

    在初唐邊塞詩的研究方面，美人斯蒂芬．歐文（Stephen  Owen）所著《初

唐詩》34和大陸學者尚定的博士論文《走向盛唐》35，均有相關且獨具觀點的研究。

《初唐詩》一書算是研究初唐詩的第一本專著，作者認為「宮廷詩」在南朝後期、

隋和初唐大為流行，而初唐是「宮廷詩」漸趨結束並銜接盛唐新詩風的過渡時期。

南朝和初唐的邊塞詩是宮廷詩重要題材之一，故作者的研究中揭示了南朝和初唐

                         
33 王文進：《南朝邊塞詩新論》（台北：里仁書局，2000年），頁 1-2。 
34 斯蒂芬•歐文:《初唐詩》（大陸：廣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35
 尚定：《走向盛唐》（大陸：中國社會出版社，2000年二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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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塞詩作為宮廷詩的多項特色，包括「以漢事作為高雅的套語」、「高度程式化的

寫作策略」和「景物斷片的表現手法」，而且作者已經注意到南朝到初唐邊塞詩

中空間結構的轉變，進而解釋轉變的因素，可見其細膩的分析和宏觀的研究視

野。然作者以詩人為順序進行論述，將諸多特色和現象穿插其間，不免失之支離

和缺乏主題性。尚定的《走向盛唐》則是以「南北朝文化的對立整合」和「關隴

文化的形成」進入初唐百年詩風的研究，是從唐代文化的形成和發展來研究唐

詩。故書中是以社會文化和時代背景為主軸，唐詩的發展為核心，進行論述。這

種結合社會學的研究，顯然比就詩論詩更為深入，其從南北文風的整合論述了南

朝和初唐邊塞詩的異同，實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另一個思考面向。此外，蔡淑月

的《初唐四傑邊塞詩研究》36是目前國內僅有的以初唐邊塞詩為研究範圍的學位

論文。作者認為初唐四傑對初唐詩歌的形式和內涵具有改革之功，從四傑數量尚

稱豐富的邊塞詩作，更可見其時代意義。作者已經注意到初唐四傑邊塞詩對南朝

樂府邊塞詩的繼承和新變，採用量化的研究方法，並附上詳細的統整資料，從詩

題、篇幅和內容三個層面來看四傑在傳統中求新變的創作自覺。作者另對邊塞詩

的主題和流變有詳細的研究，試圖為邊塞詩歸納出幾個最常見的主題37，並以此

探討詩人的創作心理和深層蘊含。然作者引詩為例證時往往超出四傑邊塞詩作的

範圍，不免模糊了研究的範圍。且作者分析時大量使用西方文學批評中的「意

象」、「符號」和「原型」等詞彙，卻未作深論，似乎還有商榷的空間。 

 

    國內其他以「邊塞詩」為主題的學位論文，依照時間的先後，分別有黃曉

玲的碩論《唐代邊塞詩派研究》38、孫述山的碩論《盛唐邊塞詩人岑參之研究》39、

                         
36 蔡淑月：《初唐四傑邊塞詩研究》 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張簡坤明先生指導，1988年。 
37 作者蓋分出五大四傑邊塞詩主題，分別為「邊塞抱負主題」、「邊塞閨怨主題」、「邊塞歸懷主題」

和「邊愛生死主題與自然主題」。見註 29，頁 173-212。 
38

 黃曉玲：《唐代邊塞詩派研究》台北：私立中國文化學院中國文學研究所，1968年。 
39

 孫述山：《盛唐邊塞詩人岑參之研究》台北：私立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王靜芝先生指導，
197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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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寄澎的碩論《唐代邊塞詩研究》
40
、蘇珊玉的博論《盛唐邊塞詩的審美特質研

究》
41
、陳鴻圖的碩論《岑參邊塞詩研究》

42
和陳秀端的碩論《岑參邊塞詩研究》

43
。可見得研究的時代範圍以唐代為主，邊塞詩人則以岑參為主。在諸人的研究

中，何寄澎的研究範圍包括初唐、盛唐和中晚唐邊塞詩，橫跨整個唐代，展現強

大的企圖心和組織性，雖面面俱到，卻不免流於概論性質。何氏很早就注意到南

朝邊塞詩和唐代邊塞詩的關係性，其言： 

 

      這實在是饒可深味的現象。因為梁、唐二代的時空背景截然不同，梁代何

以獨能產生許多類似唐人邊塞詩的作品呢？或許我們僅能歸諸於文學自

然的發展吧？不過，我個人覺得他們創作邊塞詩，似乎與創作宮體詩有密

切的關係。44 

 

雖在「文學自然發展」的解釋之外，提出了另一種解釋的可能，卻未詳探，留下 

可供討論的線索與空間。黃曉玲以名為「邊塞詩派研究」對盛唐重要邊塞詩人進

行整理和分析，蘇珊玉的研究則期在傳統美學的基礎上有所開拓和創新，均充實

了盛唐邊塞詩研究的深度和內涵。 

 

    在單篇論文方面，，一九八四年八月於大陸蘭州所舉行的中國唐代文學學會

第二屆年會，會後論文收集於《唐代邊塞詩論文選粹》45一書，算是收集邊塞詩

研究的單篇論文最多者。書中所收論文以唐代邊塞詩為主，除了綜論唐代邊塞

                         
40 何寄澎：《唐代邊塞詩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葉慶炳先生指導，1973年。 
41 蘇珊玉：《盛唐邊塞詩的審美特質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何淑貞先生指導，1999年。 
42 陳鴻圖：《岑參邊塞詩研究》台北：私立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席靜涵先生指導，2002

年。 
43 陳秀端：《岑參邊塞詩研究》  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沈秋雄先生指導，

2003年。 
44何寄澎：《唐代邊塞詩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葉慶炳先生指導，1973年），

頁 14 
45 西北師範學院學報編輯部、西北師範學院中文系合編：《唐代邊塞詩研究論文選粹》 大陸：甘

肅教育出版社，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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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另有王維、王昌齡、李白、岑參和李益等詩人邊塞詩的研究。所收論文雖含

括初唐至於晚唐，然初唐邊塞詩研究所佔比重仍是極少，全書所收二十六篇論文

中，沒有單純以初唐邊塞詩為範圍的篇章。除此之外，國外學者謬文傑的〈試用

原始類型的文學批評方法論唐代邊塞詩〉46一文相當著名，是用西方原始類型的

方法（Archetypal Approach）作為分析唐代邊塞詩的途徑，作者認為邊塞詩中出

現的許多事物，都具有普遍共通性的象徵意義。藉由探討這些邊塞詩中的意象，

正可對唐代邊塞詩的內涵和詩人的創作心理有本質性的掌握。作者文中所標舉出

的意象主要以四季作為開展，串接生命-死亡、光明-黑暗、荒漠-家園、蠻地-京

城、安慰-孤寂和興奮-悲哀等多重意象，的確對唐代邊塞詩的文學結構和文化內

涵有深入的挖掘。國內學者方面，除了王文進發表的一系列有關南朝邊塞詩的論

文47，近年發表文章也大致遵循盛唐與高、岑的傳統論述重點，較富新意且具主

題性的有許聖和〈論王維邊塞詩中空間的虛寫與實寫〉48、侯迺慧〈唐代邊塞詩

黃昏回歸主題的情感結構〉49和朱國能〈王昌齡邊塞詩中的「非戰」思想〉50等。

其中，許聖和明白扣住空間主題來論述，而侯迺慧雖以「黃昏回歸」為題，亦是

圍繞在邊塞時空引觸情感的焦點之上，其分析出唐代邊塞詩中黃昏回歸主題的

「反題」有未歸和不歸兩種處境，並有詳細論述，頗有見地。可見學者在邊塞詩

既有的研究方法外，試圖抽取出邊塞詩中的普遍特質，以文本作深入分析，期發

掘或開拓邊塞詩更多的內涵。 

 

 

 

                         
46謬文傑：〈試用原始類型的文學批評方法論唐代邊塞詩〉（收入《唐詩論文選集》，台北：長安出

版社，1985年 4月），頁 121-152。 
47 可參見註 8。 
48 許聖和：〈論王維邊塞詩中空間的虛寫與實寫〉，《東華中國文學研究》第二期（2003年 6月），

頁 201-220。 
49 侯迺慧：《唐代邊塞詩黃昏回歸主題的情感結構》，《文史哲學報》第五十期（1999年 6月），

頁 39-57。 
50
 朱國能：《王昌齡邊塞詩中的「非戰」思想》，《靜宜人文學報》，第七期(1995年 6月)，頁 6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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