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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表格 

表一、中華民國研究樂府詩論文整理（由漢－唐） 

 
一、漢代 
姓名 題目 校別 學位 畢業年 
李金城 樂府詩集漢魏相和歌辭校

注 
師範大學（中研所） 碩士 民 55年 

鄭開道 漢代樂府詩研究 文化大學（中研所） 碩士 民 60年 
沈志方 漢魏文人樂府研究 東海大學（中研所） 碩士 民 65年 
李鮮熙 兩漢民間樂府及後人擬作

研究 
師範大學（中研所） 碩士 民 71年 

王淳美 兩漢民間樂府及後人擬作
研究 

政治大學（中研所） 碩士 民 74年 

田寶玉 兩漢民間樂府研究 師範大學（中研所） 碩士 民 74年 
許芳萍 漢代樂府研究 師範大學（音樂所） 碩士 民 76年 
黃羨惠 兩漢樂府古辭研究 文化大學（中研所） 碩士 民 79年 
劉德玲 兩漢雅樂研究 師範大學（中研所） 碩士 民 87年 
林宏安 漢代樂府歌辭新探：從娛

樂與表演角度出發的研究 
 

清華大學（中研所） 博士 民 91年 

劉德玲 樂府古辭之原型與流變--
以漢至唐 

師範大學（中研所） 博士 民 91年 

二、南北朝 
金銀雅 南北朝民間樂府研究 政治大學（中研所） 碩士 民 74年 
陳慶和 鮑照樂府研究 東海大學（中研所） 碩士 民 78年 
李宏真 中國北朝音樂歷史研究 師範大學（中研所） 碩士 民 86年 
林育翠 六朝樂府詩之題材類型研

究 
文化大學（中研所） 碩士 民 90年 

三、漢魏六朝 
周誠明  南北朝樂府詩研究 文化大學（中研所） 碩士 民 60年 
陳義成 漢魏六朝樂府詩研究 輔仁大學（中研所） 碩士 民 65年 
四、唐代 
金凱 《初唐文人樂府詩之研

究》 
政治大學（中研所） 碩士 民 86年 

金銀雅 《盛唐樂府詩研究》 政治大學（中研所） 博士 民 70年 
張修蓉 《中唐樂府詩研究》 政治大學（中研所） 博士 民 86年 
廖美雲 《元白新樂府詩研究》 師範大學（中研所） 碩士 民 76年 
張國相 《唐代樂府詩研究》 東海大學（中研所） 碩士 民 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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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隋代樂府詩作家分佈表 

一、由北朝入隋者（四十五首） 

    （一）北周（十七首） 

作者1 作品 出處2 

楊廣（隋煬帝） 飲馬長城窟行 《樂府詩集》卷三十八（相和歌辭） 

 春江花月夜 《樂府詩集》卷四十七（清商曲辭） 

 江陵女歌 《樂府詩集》卷四十七（清商曲辭） 

 泛龍舟 《樂府詩集》卷四十七（清商曲辭） 

 楊叛兒3 《樂府詩集》卷四十九（清商曲辭） 

 四時白紵歌（二首） 《樂府詩集》卷五十六（舞曲歌辭） 

 白馬篇4 《樂府詩集》卷六十三（雜曲歌辭） 

 錦石擣流黃 《樂府詩集》卷七十七（雜曲歌辭） 

 喜春遊（二首） 《樂府詩集》卷七十七（雜曲歌辭） 

 步虛辭 《樂府詩集》卷七十八（雜曲歌辭） 

 江都宮樂歌 《樂府詩集》卷七十九（近代曲辭） 

 紀遼東（二首） 《樂府詩集》卷七十九（近代曲辭） 

共十二篇十五首 

楊素（尚書右僕
射） 

出塞（二首） 《樂府詩集》卷二十一（橫吹曲辭） 

共一篇二首 

     （二）北齊（二十八首） 

盧思道（散騎侍
郎） 

有所思 《樂府詩集》卷十七（鼓吹歌辭） 

 日出東南隅行 《樂府詩集》卷二十八（相和歌辭） 

                                                 
1 括弧內顯示其身份或曾任職官職名稱。 
2 以《樂府詩集》為主，輔以《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隋詩》、《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全隋詩》。 
3 《樂府詩集》認為是陳後主作，今從《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全隋詩》補入。 
4 《樂府詩集》認為是齊˙孔稚珪作，今從《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隋詩》補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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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蜀國弦 《樂府詩集》卷三十（相和歌辭） 

 從軍行 《樂府詩集》卷三十二（相和歌辭） 

 櫂歌行 《樂府詩集》卷四十（相和歌辭） 

 採蓮曲 《樂府詩集》卷五十（清商曲辭） 

 美女篇 《樂府詩集》卷六十三（雜曲歌辭） 

 升天行 《樂府詩集》卷六十三（雜曲歌辭） 

 神仙篇 《樂府詩集》卷六十四（雜曲歌辭） 

 河曲遊 《樂府詩集》卷七十七（雜曲歌辭） 

 城南隅讌 《樂府詩集》卷七十七（雜曲歌辭） 

共十一篇十一首 

李德林（懷州刺
史） 

相逢狹路間 《樂府詩集》卷三十四（相和歌辭） 

共一篇一首 

辛德源（中書舍
人） 

短歌行 《樂府詩集》卷三十（相和歌辭） 

 霹靂引 《樂府詩集》卷五十七（琴曲歌辭） 

 猗蘭操 《樂府詩集》卷五十八（琴曲歌辭） 

 成連 《樂府詩集》卷六十（琴曲歌辭） 

 白馬篇 《樂府詩集》卷六十三（雜曲歌辭） 

 東飛伯勞歌 《樂府詩集》卷六十八（雜曲歌辭） 

 芙蓉花 《樂府詩集》卷七十七（雜曲歌辭） 

 浮游花 《樂府詩集》卷七十七（雜曲歌辭） 

共八篇八首 

李孝貞（內史侍
郎） 

巫山高5 《樂府詩集》卷十七（鼓吹曲辭） 

 空城雀6 《樂府詩集》卷六十八（雜曲歌辭） 

                                                 
5 《樂府詩集》未收，今從《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隋詩》補入。 
6 《樂府詩集》誤收為＜鳴雁行＞，今從《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隋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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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兩篇兩首 

蕭愨（錄事參
軍） 

上之回 《樂府詩集》卷十六 

 臨高臺 《樂府詩集》卷十八 

 飛龍引 《樂府詩集》卷六十 

 濟黃河 《樂府詩集》卷七十四 

共四篇四首 

薛道衡（司隸大
夫） 

出塞（二首） 《樂府詩集》卷二十一（橫吹曲辭） 

 昭君辭 《樂府詩集》卷二十九（相和歌辭） 

 豫章行 《樂府詩集》卷三十四（相和歌辭） 

 昔昔鹽 《樂府詩集》卷七十九（近代曲辭） 

共四篇五首 

二、由南朝入隋者（二十一首） 

   （一）入北朝的梁代文人（九首） 

柳莊（中書舍
人） 

劉生 《樂府詩集》卷二十四（橫吹曲辭） 

共一篇一首 

明餘慶7 從軍行 《樂府詩集》卷三十二（相和歌辭） 

共一篇一首 

蕭岑 櫂歌行 《樂府詩集》卷四十（相和歌辭） 

共一篇一首 

何妥（國子博
士） 

入塞 《樂府詩集》卷二十二（橫吹曲辭） 

 長安道 《樂府詩集》卷二十三（橫吹曲辭） 

 昭君辭 《樂府詩集》卷二十九（相和歌辭） 

 門前有客車馬行 《樂府詩集》卷四十（相和歌辭） 

                                                 
7 明克讓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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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四篇四首 

柳顧言（秘書
監） 

陽春曲 《樂府詩集》卷五十一（清商曲辭） 

共一篇一首 

諸葛潁（著作
郎） 

春江花月夜 《樂府詩集》卷四十七（清商曲辭） 

共一篇一首 

    （二）由陳入隋者（十三首） 

王冑（學士） .白馬篇 《樂府詩集》卷六十三（雜曲歌辭） 

 西園遊上才 《樂府詩集》卷七十四（雜曲歌辭） 

 棗下何纂纂（二首） 《樂府詩集》卷七十四（雜曲歌辭） 

 敦煌樂（二首） 《樂府詩集》卷七十八（雜曲歌辭） 

 紀遼東（二首） 《樂府詩集》卷七十九（近代曲辭） 

共五篇八首 

岑德潤8 雞鳴篇9 《樂府詩集》卷二十八（相和歌辭） 

共一篇一首 

虞世基（內史侍
郎） 

出塞（二首） 《樂府詩集》卷二十一（橫吹曲辭） 

 四時白紵歌（二首） 《樂府詩集》卷五十六（舞曲歌辭） 

共二篇四首 

三、由隋入唐者（二首） 

孔紹安（唐內史
舍人） 

結客少年場行 《樂府詩集》卷六十六（雜曲歌辭） 

共一篇一首 

陳子良10（楊素
記室） 

上之回 《樂府詩集》卷十六（鼓吹曲辭） 

共一篇一首 

                                                 
8 陳岑之子 
9 《樂府詩集》未收，今從《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隋詩》補入。 
10 其另一篇樂府作品＜新成安樂宮＞《樂府詩集》列為唐朝作品，此處便不予論列。 



 6

四、無可考其先後者（十六首） 

          1.有傳而不詳者（一首） 

王通 東征歌 《樂府詩集》卷八十六（雜歌謠辭） 

共一篇一首 

          2.無傳者（十五首） 
            （1.）士人（七首） 
弘執恭 劉生 《樂府詩集》卷二十四（橫吹曲辭） 

共一篇一首 

王由禮 驄馬 《樂府詩集》卷二十四（橫吹曲辭） 

共一篇一首 

魯范 神仙篇 《樂府詩集》卷六十四（雜曲歌辭） 

共一篇一首 

殷英童 採蓮曲 《樂府詩集》卷五十（清商曲辭） 

共一篇一首 

陳良 遊俠篇 《樂府詩集》卷六十七（雜曲歌辭） 

共一篇一首 

李巨仁 釣竿篇 《樂府詩集》卷十六 

 登名山行11 《樂府詩集》卷六十四 

共二篇二首 

陳叔達 自君之出矣 《樂府詩集》卷六十九 

共一篇一首 

蕭詮 臨高臺 《樂府詩集》卷十八（鼓吹曲辭） 

共一篇一首 

             （2.）僧侶（一首）           

                                                 
11《樂府詩集》未收，今從《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隋詩》補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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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宣 愛妾換馬 《樂府詩集》卷七十（雜曲歌辭） 

共一篇一首 

             （3.）婦女（二首） 

丁六娘 十索（二首） 《樂府詩集》卷七十九（近代曲辭） 

共一篇二首 

             （4.）無名氏（民歌）（五首） 

? 長白山歌 《樂府詩集》卷八十六（雜歌謠辭） 

? 十索（四首） 《樂府詩集》卷七十九（近代曲辭） 

共一篇五首 

 
 

表三12隋代樂府詩作品表（依卷數先後排列） 

一、鼓吹曲辭 
詩名 作者 出處 

1.上之回 蕭愨 《樂府詩集》卷十六 

 陳子良 《樂府詩集》卷十六 

2.巫山高 李孝貞 《樂府詩集》卷十七（《樂府詩集》未收，
然卷十七有巫山高，故應為樂府） 

 蕭詮 《樂府詩集》卷十七 

3.有所思 盧思道 《樂府詩集》卷十七 

4.釣竿篇 李巨仁 《樂府詩集》卷十八 

5.臨高台 蕭愨 《樂府詩集》卷十八 

共五篇七首 

二、橫吹曲辭 
詩名 作者 出處 

1.出塞 楊素 《樂府詩集》卷二十一 

（二首） 虞世基 《樂府詩集》卷二十一 

（二首） 薛道衡 《樂府詩集》卷二十一 

                                                 
12 本表以《樂府詩集》為依據，另參考《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先秦漢魏南北朝詩》，以音樂
類型為經，作者為緯，列出隋代樂府詩作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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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入塞 何妥 《樂府詩集》卷二十二 

3.長安道 何妥 《樂府詩集》卷二十三 

4.劉生 柳莊 《樂府詩集》卷二十四 

 弘執恭 《樂府詩集》卷二十四 

5.驄馬 王由禮 《樂府詩集》卷二十四 

共五篇十首 

三、相和歌辭 
詩名 作者 出處 

1.雞鳴篇 岑德潤 《樂府詩集》卷二十八（《樂府詩集》未
收，然卷二十八有雞鳴篇，故應為樂府）

2.日出東南隅行 盧思道 《樂府詩集》卷二十八 

3.昭君辭 何妥 《樂府詩集》卷二十九 

 薛道衡 《樂府詩集》卷二十九 

4.蜀國弦 盧思道 《樂府詩集》卷三十 

5.短歌行 辛德源 《樂府詩集》卷三十 

6.從軍行 明餘慶 《樂府詩集》卷三十二 

 盧思道 《樂府詩集》卷三十二 

7.豫章行 薛道衡 《樂府詩集》卷三十四 

8.相逢狹路間  李德林 《樂府詩集》卷三十四 

9.飲馬長城窟行 楊廣 《樂府詩集》卷三十八 

10.門前有客車馬行 何妥 《樂府詩集》卷四十 

11.櫂歌行 蕭岑 《樂府詩集》卷四十 

 盧思道 《樂府詩集》卷四十 

共十一篇十四首 

四、清商曲辭 
詩名 作者 出處 

1.春江花月夜（二首） 楊廣 《樂府詩集》卷四十七 

 諸葛潁 《樂府詩集》卷四十七 

2.江陵女歌 楊廣 《樂府詩集》卷四十七 

3.泛龍舟 楊廣 《樂府詩集》卷四十七 

4.楊叛兒 楊廣 《樂府詩集》卷四十九（《樂府詩集》認
為是陳後主所作，題名＜楊叛兒＞。今
從《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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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採蓮曲 殷英童 《樂府詩集》卷五十 

 盧思道 《樂府詩集》卷五十 

6.陽春歌 柳顧言 《樂府詩集》卷五十一 

共六篇九首 

五、舞曲歌辭 

詩名 作者 出處 

1.四時白紵歌（二首） 楊廣 《樂府詩集》卷五十六 

 虞世基 《樂府詩集》卷五十六 

共一篇四首 

六、琴曲歌辭 

詩名 作者 出處 

1.霹靂引 辛德源 《樂府詩集》卷五十七 

2.猗蘭操 辛德源 《樂府詩集》卷五十八 

3.飛龍引 蕭愨 《樂府詩集》卷六十 

4.成連 辛德源 《樂府詩集》卷六十 

共四篇四首 

七、雜曲歌辭 
詩名 作者 出處 

1.美女篇 盧思道 《樂府詩集》卷六十三 

2.升天行 盧思道 《樂府詩集》卷六十三 

3.白馬篇 辛德源 《樂府詩集》卷六十三 

 楊廣 《樂府詩集》卷六十三 

 王冑 《樂府詩集》卷六十三 

4.神仙篇 魯范 《樂府詩集》卷六十四 

 盧思道 《樂府詩集》卷六十四 

5.登名山行 李巨仁 《樂府詩集》卷六十四（《樂府詩集》未
註明作者，《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認為
是隋· 李巨仁所作，今從之。） 

6.結客少年場行 孔紹安 《樂府詩集》卷六十六 

7.遊俠篇 陳良 《樂府詩集》卷六十七 

8.東飛伯勞歌 辛德源 《樂府詩集》卷六十八 

9.空城雀  李孝貞 《樂府詩集》卷六十八（《樂府詩集》誤
收為雁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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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自君出之矣 陳叔達 《樂府詩集》卷六十九 

11.愛妾換馬 僧法宣 《樂府詩集》卷七十三 

12.西園遊上才 王冑 《樂府詩集》卷七十四 

13.棗下何纂纂（二首） 王冑 《樂府詩集》卷七十四 

14.濟黃河 蕭愨 《樂府詩集》卷七十四 

15.河曲遊 盧思道 《樂府詩集》卷七十七 

16.城南隅讌 盧思道 《樂府詩集》卷七十七 

17.芙蓉花 辛德源 《樂府詩集》卷七十七 

18.浮游花 辛德源 《樂府詩集》卷七十七 

19.錦石擣流黃 楊廣 《樂府詩集》卷七十七 

20.喜春遊（二首） 楊廣 《樂府詩集》卷七十七 

21.步虛辭 楊廣 《樂府詩集》卷七十八 

22.敦煌樂（二首） 王冑 《樂府詩集》卷七十八 

共二十二篇二十八首 

八、近代曲辭 
詩名 作者 出處 

1.江都宮樂歌 楊廣 《樂府詩集》卷七十九 

2.紀遼東（二首） 楊廣 《樂府詩集》卷七十九 

 王冑 《樂府詩集》卷七十九 

3.昔昔鹽 薛道衡 《樂府詩集》卷七十九 

4.十索（二首） 丁六娘 《樂府詩集》卷七十九 

（四首） 無名氏 《樂府詩集》卷七十九 

共四篇十二首 

九、雜歌謠辭 
詩名 作者 出處 

1.東征歌 王通 《樂府詩集》卷八十六 

2.長白山歌 無 《樂府詩集》卷八十六 

共二篇 

全部共計九十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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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13、隋代樂府詩同題作品表（依卷數先後排列） 

一、鼓吹曲辭 

上之回 蕭愨 《樂府詩集》卷十六 

 陳子良 《樂府詩集》卷十六 

巫山高 蕭詮 《樂府詩集》卷十七 

 李孝貞 《樂府詩集》卷十七（《樂府詩集》未收，
然卷十七有巫山高，故應為樂府） 

二、橫吹曲辭 
詩名 作者 出處 

1.出塞 楊素 《樂府詩集》卷二十一 

（二首） 虞世基 《樂府詩集》卷二十一 

（二首） 薛道衡 《樂府詩集》卷二十一 

2.劉生 柳莊 《樂府詩集》卷二十四 

 弘執恭 《樂府詩集》卷二十四 

三、相和歌辭 
詩名 作者 出處 

1.昭君辭 何妥 《樂府詩集》卷二十九 

 薛道衡 《樂府詩集》卷二十九 

2.從軍行 明餘慶 《樂府詩集》卷三十二 

 盧思道 《樂府詩集》卷三十二 

3.櫂歌行 蕭岑 《樂府詩集》卷四十 

 盧思道 《樂府詩集》卷四十 

四、清商曲辭 
詩名 作者 出處 

1.春江花月夜 楊廣 《樂府詩集》卷四十七 

 諸葛潁 《樂府詩集》卷四十七 

2.採蓮曲 殷英童 《樂府詩集》卷五十 

 盧思道 《樂府詩集》卷五十 

五、舞曲歌辭 

詩名 作者 出處 

                                                 
13 本表以《樂府詩集》為依據，另參考《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先秦漢魏南北朝詩  》，以音
樂類型為經，作者為緯，列出隋代樂府詩作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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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四時白紵歌（二首） 楊廣 《樂府詩集》卷五十六 

 虞世基 《樂府詩集》卷五十六 

六、雜曲歌辭 
詩名 作者 出處 

1.白馬篇 辛德源 《樂府詩集》卷六十三 

 王冑 《樂府詩集》卷六十三 

 隋煬帝 《樂府詩集》卷六十三 

2.神仙篇 魯范 《樂府詩集》卷六十四 

 盧思道 《樂府詩集》卷六十四 

七、近代曲辭 
詩名 作者 出處 

1.紀遼東（二首） 楊廣 《樂府詩集》卷七十九 

 王冑 《樂府詩集》卷七十九 

 
 

表五：自漢－隋邊塞軍旅（樂府）詩的本辭與擬作表14 

一、鼓吹曲辭 

漢鐃歌十八首 

詩名 作者 出處 

1.上之回（七首） 梁簡文帝 《樂府詩集》卷十六 

 陳˙張正見 《樂府詩集》卷十六 

 隋˙蕭愨15 《樂府詩集》卷十六 

 隋˙陳子良 《樂府詩集》卷十六 

二、橫吹曲辭 

漢橫吹曲 

詩名 作者 出處 

1.出塞（八首） 無名氏 《樂府詩集》卷二十一 

 梁˙劉孝標 《樂府詩集》卷二十一 

 周˙王褒 《樂府詩集》卷二十一 

                                                 
14 此處以隋代樂府詩有創作的題名向上回溯，並非由漢－陳邊塞樂府的全貌。 
15 蕭   為北齊橫跨隋的文人，北齊有傳，《樂府詩集》將其列為隋人，今從《樂府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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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楊素 《樂府詩集》卷二十一 

 隋˙薛道衡（二首） 《樂府詩集》卷二十一 

 隋˙虞世基（二首） 《樂府詩集》卷二十一 

2.入塞（二首） 周˙王褒 《樂府詩集》卷二十二 

 隋˙何妥 《樂府詩集》卷二十二 

3.驄馬（三首） 梁˙車 《樂府詩集》卷二十四 

 梁˙劉孝威 《樂府詩集》卷二十四 

 隋˙王由禮 《樂府詩集》卷二十四 

驄馬驅（四首） 梁˙元帝 《樂府詩集》卷二十四 

 梁˙劉孝威 《樂府詩集》卷二十四 

 陳˙徐陵 《樂府詩集》卷二十四 

 陳˙江總 《樂府詩集》卷二十四 

三、相和歌辭 

平調曲 

1.從軍行（二十四首） 魏˙王粲（五首） 《樂府詩集》卷三十二 

 魏˙陸機 《樂府詩集》卷三十二 

 宋˙顏延之  《樂府詩集》卷三十二 

 梁簡文帝（二首） 《樂府詩集》卷三十二 

 梁元帝 《樂府詩集》卷三十二 

 梁˙沈約 《樂府詩集》卷三十二 

 梁˙戴暠 《樂府詩集》卷三十二 

 梁˙吳均 《樂府詩集》卷三十二 

 梁˙江淹（二首） 《樂府詩集》卷三十二 

 梁˙蕭子顯 《樂府詩集》卷三十二 

 梁˙劉孝儀 《樂府詩集》卷三十二 

 陳˙張正見（二首） 《樂府詩集》卷三十二 

 北周˙越王 《樂府詩集》卷三十二 

 北周˙庾信 《樂府詩集》卷三十二 

 北周˙王褒 《樂府詩集》卷三十二 

 隋˙盧思道 《樂府詩集》卷三十二 

 隋˙明餘慶 《樂府詩集》卷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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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飲馬長城窟行（十一
首） 

古辭 《樂府詩集》卷三十八 

 魏文帝 《樂府詩集》卷三十八 

 魏˙陳琳 《樂府詩集》卷三十八 

 晉˙傅玄 《樂府詩集》卷三十八 

 晉˙陸機 《樂府詩集》卷三十八 

 梁˙沈約 《樂府詩集》卷三十八 

 陳後主 《樂府詩集》卷三十八 

 陳˙張正見 《樂府詩集》卷三十八 

 周˙王褒 《樂府詩集》卷三十八 

 周˙尚法師 《樂府詩集》卷三十八 

 隋煬帝 《樂府詩集》卷三十八 

四、雜曲歌辭 

1.濟黃河（三首） 梁˙謝微 《樂府詩集》卷七十四 

 陳˙江總 《樂府詩集》卷七十四 

 隋˙蕭愨 《樂府詩集》卷七十四 

 

表六： 隋代邊塞軍旅（樂府）詩類型表16 

詩名 作者 類型 

1.上之回 蕭愨 人事活動－皇帝巡行北方 

 陳子良 人事活動－皇帝巡行北方 

2.驄馬 王由禮 人事活動－詠馬【邊塞與詠物交融】 

3.紀遼東（二首）* 隋煬帝 人事活動－班師凱旋 

 王冑 人事活動－班師凱旋 

4.出塞 楊素 自然環境－行軍生活和邊塞風光 

（二首） 虞世基 自然環境－行軍生活和邊塞風光 

（二首） 薛道衡 自然環境－行軍生活和邊塞風光 

5.入塞 何妥 自然環境－行軍生活和邊塞風光 

6.從軍行 明餘慶 自然環境－行軍生活和邊塞風光 

 盧思道 自然環境－行軍生活和邊塞風光 

                                                 
16 有  * 者為隋代新曲，前無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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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飲馬長城窟行 楊廣 自然環境－行軍生活和邊塞風光 

8.濟黃河 蕭愨 自然環境－行軍生活 

9.成連 *  辛德源 內心情感－征怨 

共九篇十八首 

 

表七：隋－唐邊塞軍旅（樂府）詩本辭與擬作表 

近代曲辭 

1.紀遼東（二首）* 隋煬帝 《樂府詩集》卷七十九 

 隋˙王冑 《樂府詩集》卷七十九 

遼東行 唐˙王建 《樂府詩集》卷七十九 

渡遼水 唐˙王建 《樂府詩集》卷七十九 

 

表八：自漢－隋豔情閨怨（樂府）詩的本辭與擬作表 

一、鼓吹曲辭 

漢鐃歌十八首 

詩名 作者 出處 

1.有所思（二十二首） 古辭 《樂府詩集》卷十六 

 齊˙劉繪 《樂府詩集》卷十七 

 齊˙王融 《樂府詩集》卷十七 

 齊˙謝朓 《樂府詩集》卷十七 

 梁武帝 《樂府詩集》卷十七 

 簡文帝 《樂府詩集》卷十七 

 昭明太子 《樂府詩集》卷十七 

 梁˙王筠 《樂府詩集》卷十七 

 梁˙庾肩吾 《樂府詩集》卷十七 

 梁˙王筠 《樂府詩集》卷十七 

 梁˙王僧孺 《樂府詩集》卷十七 

 梁˙吳均 《樂府詩集》卷十七 

 梁˙沈約 《樂府詩集》卷十七 

 梁˙費昶 《樂府詩集》卷十七 

 陳後主（三首） 《樂府詩集》卷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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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顧野王 《樂府詩集》卷十七 

 陳˙張正見 《樂府詩集》卷十七 

 陳˙陸系 《樂府詩集》卷十七 

 後魏˙裴讓之 《樂府詩集》卷十七 

 隋˙盧思道 《樂府詩集》卷十七 

二、相和歌辭 

相和曲 

1.日出東南隅行（十首） 晉˙陸機 《樂府詩集》卷二十八 

 宋˙謝靈運 《樂府詩集》卷二十八 

 梁˙沈約 《樂府詩集》卷二十八 

 梁˙張率 《樂府詩集》卷二十八 

 梁˙蕭子顯 《樂府詩集》卷二十八 

 陳後主 《樂府詩集》卷二十八 

 陳˙徐伯陽 《樂府詩集》卷二十八 

 陳˙殷謀 《樂府詩集》卷二十八 

 周˙王褒 《樂府詩集》卷二十八 

 隋˙盧思道 《樂府詩集》卷二十八 

陌上桑（七首） 古辭 《樂府詩集》卷二十八 

 楚辭鈔 《樂府詩集》卷二十八 

 魏武帝 《樂府詩集》卷二十八 

 魏文帝 《樂府詩集》卷二十八 

 梁˙吳均 《樂府詩集》卷二十八 

 梁˙王台卿 《樂府詩集》卷二十八 

 梁˙王筠 《樂府詩集》卷二十八 

 無名氏 《樂府詩集》卷二十八 

采桑（十首） 宋˙鮑照 《樂府詩集》卷二十九 

 梁簡文帝 《樂府詩集》卷二十九 

 梁˙姚翻 《樂府詩集》卷二十九 

 梁˙吳均 《樂府詩集》卷二十九 

 梁˙劉邈 《樂府詩集》卷二十九 

 梁˙沈君攸 《樂府詩集》卷二十九 

 陳後主 《樂府詩集》卷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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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張正見 《樂府詩集》卷二十九 

 陳˙賀徹 《樂府詩集》卷二十九 

 陳˙傅縡 《樂府詩集》卷二十九 

豔歌行（二首） 晉˙傅玄 《樂府詩集》卷二十九 

 陳˙張正見 《樂府詩集》卷二十九 

羅敷行（三首） 梁˙蕭子範 《樂府詩集》卷二十九 

 陳˙顧野王 《樂府詩集》卷二十九 

 後魏˙高允 《樂府詩集》卷二十九 

吟嘆曲 

2.王明君 晉˙石崇 《樂府詩集》卷二十九 

3.王昭君（三首） 宋˙鮑照 《樂府詩集》卷二十九 

 梁˙施榮泰 《樂府詩集》卷二十九 

 周˙庾信 《樂府詩集》卷二十九 

明君詞（五首） 梁簡文帝 《樂府詩集》卷二十九 

 梁˙武陵王紀 《樂府詩集》卷二十九 

 梁˙沈約 《樂府詩集》卷二十九 

 陳˙張正見 《樂府詩集》卷二十九 

 周˙王褒 《樂府詩集》卷二十九 

昭君詞（三首） 周˙庾信 《樂府詩集》卷二十九 

 隋˙何妥 《樂府詩集》卷二十九 

 隋˙薛道衡 《樂府詩集》卷二十九 

4.豫章行（二首） 古辭 《樂府詩集》卷三十四 

 魏˙曹植 《樂府詩集》卷三十四 

豫章行苦相篇 晉˙傅玄 《樂府詩集》卷三十四 

豫章行（五首） 晉˙陸機 《樂府詩集》卷三十四 

 宋˙謝靈運 《樂府詩集》卷三十四 

 宋˙謝惠連 《樂府詩集》卷三十四 

 梁˙沈約 《樂府詩集》卷三十四 

 隋˙薛道衡 《樂府詩集》卷三十四 

三、清商曲辭 

西曲 

瑟調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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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櫂歌行（十二首） 魏明帝 《樂府詩集》卷四十 

 晉˙陸機 《樂府詩集》卷四十 

 宋˙孔寧子 《樂府詩集》卷四十 

 宋˙吳邁遠 《樂府詩集》卷四十 

 宋˙鮑照 《樂府詩集》卷四十 

 梁簡文帝 《樂府詩集》卷四十 

 梁˙劉孝綽 《樂府詩集》卷四十 

 梁˙阮研 《樂府詩集》卷四十 

 梁˙王籍 《樂府詩集》卷四十 

 北齊˙魏收 《樂府詩集》卷四十 

 隋˙蕭岑 《樂府詩集》卷四十 

 隋˙盧思道 《樂府詩集》卷四十 

2.採蓮曲（十三首） 梁武帝 《樂府詩集》卷五十 

 梁簡文帝（三首） 《樂府詩集》卷五十 

 梁元帝 《樂府詩集》卷五十 

 梁˙劉孝威 《樂府詩集》卷五十 

 梁˙朱超 《樂府詩集》卷五十 

 梁˙沈君攸 《樂府詩集》卷五十 

 梁˙吳均（二首） 《樂府詩集》卷五十 

 陳後主 《樂府詩集》卷五十 

 隋˙盧思道 《樂府詩集》卷五十 

 隋˙殷英童 《樂府詩集》卷五十 

四、琴曲歌辭 

1.昭君怨 漢˙王嬙 《樂府詩集》卷五十九 

 梁˙王叔英妻劉氏 《樂府詩集》卷五十九 

 陳後主 《樂府詩集》卷五十九 

五、雜曲歌辭 

1.美女篇（七首） 魏˙曹植 《樂府詩集》卷六十三 

 晉˙傅玄 《樂府詩集》卷六十三 

 梁簡文帝 《樂府詩集》卷六十三 

 梁˙蕭子顯 《樂府詩集》卷六十三 

 北齊˙魏收（二首） 《樂府詩集》卷六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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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盧思道 《樂府詩集》卷六十三 

2.東飛伯勞歌（八首） 古辭 《樂府詩集》卷六十八 

 梁簡文帝（二首） 《樂府詩集》卷六十八 

 梁˙劉孝威 《樂府詩集》卷六十八 

 陳後主 《樂府詩集》卷六十八 

 陳˙陸瑜 《樂府詩集》卷六十八 

 陳˙江總 《樂府詩集》卷六十八 

 隋˙辛德源 《樂府詩集》卷六十八 

3.自君之出矣（十五首） 宋˙孝武帝 《樂府詩集》卷六十九 

 宋˙劉義恭 《樂府詩集》卷六十九 

 宋˙顏師伯 《樂府詩集》卷六十九 

 宋˙鮑令暉 《樂府詩集》卷六十九 

 齊˙王融 《樂府詩集》卷六十九 

 齊˙虞羲 《樂府詩集》卷六十九 

 梁˙范雲 《樂府詩集》卷六十九 

 陳後主（六首） 《樂府詩集》卷六十九 

 陳˙賈馮吉 《樂府詩集》卷六十九 

 隋˙陳叔達 《樂府詩集》卷六十九 

 

 

表九： 隋代豔情閨怨（樂府）詩類型表 

詩名 作者 類型 

1.櫂歌行 盧思道 描寫女性外貌 

2.採蓮曲 殷英童 描寫女性外貌 

 盧思道 描寫女性外貌 

3.日出東南隅行 盧思道 描寫女性外貌兼描摹女性情感
（閨怨） 

4.昭君辭 何妥 描摹女性情感（思鄉） 

 薛道衡 描摹女性情感（思鄉） 

5.豫章行 薛道衡 描摹女性情感【閨怨與邊塞交
融】 

6.江陵女歌 * 楊廣 描摹女性情感（閨怨） 

7.東飛伯勞歌 辛德源 描摹女性情感（閨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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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自君之出矣 陳叔達 描摹女性情感（閨怨） 

9.十索（六首）* 丁六娘 描摹女性情感（閨怨） 

10.昔昔鹽 * 薛道衡 描摹女性情感【閨怨與邊塞交
融】 

11.錦石擣流黃 * 楊廣 描摹女性情感【閨怨與邊塞交
融】 

12.有所思 盧思道 藉（女性）以言志 

13.美女篇 盧思道 藉（女性）以言志 

共十三篇二十首 

 
 

 

表十：隋－唐豔情閨怨（樂府）詩本辭與擬作表 

雜曲歌辭 

詩名 作者 出處 

1.喜春遊（二首）* 隋˙楊廣 《樂府詩集》卷七十七 

春遊吟 唐˙李章 《樂府詩集》卷七十七 

春遊樂 唐˙施肩吾 《樂府詩集》卷七十七 

 唐˙李端 《樂府詩集》卷七十七 

春遊曲 唐˙張仲素 《樂府詩集》卷七十七 

2.昔昔鹽 * 隋˙薛道衡 《樂府詩集》卷七十九 

 唐˙趙嘏（二十首） 《樂府詩集》卷七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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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漢－隋宴遊寫景（樂府）詩本辭與擬作表 

一、鼓吹曲辭 

漢鐃歌十八首 

1.巫山高（十首） 齊˙虞羲 《樂府詩集》卷十七（鼓吹曲
辭） 

 齊˙王融 《樂府詩集》卷十七 

 齊˙劉繪 《樂府詩集》卷十七 

 梁˙元帝 《樂府詩集》卷十七 

 梁˙范雲 《樂府詩集》卷十七 

 梁˙費昶 《樂府詩集》卷十七 

 梁˙王泰 《樂府詩集》卷十七 

 陳後主 《樂府詩集》卷十七 

 陳˙蕭詮 《樂府詩集》卷十七 

 隋˙李孝貞 《樂府詩集》卷十七 

2.臨高台（九首） 古辭 《樂府詩集》卷十六 

 魏˙文帝 《樂府詩集》卷十八 

 齊˙謝朓 《樂府詩集》卷十八 

 齊˙王融 《樂府詩集》卷十八 

 梁˙簡文帝 《樂府詩集》卷十八 

 梁˙沈約 《樂府詩集》卷十八 

 陳˙陳後主 《樂府詩集》卷十八 

 陳˙張正見 《樂府詩集》卷十八 

 隋˙蕭愨 《樂府詩集》卷十八 

二、相和歌辭  

相和曲 

1.蜀國弦（二首） 梁˙簡文帝 《樂府詩集》卷三十 

 隋˙盧思道 《樂府詩集》卷三十 

三、清商曲辭 

吳聲歌曲 

1.春江花月夜 *（三首） 隋煬帝（二首） 《樂府詩集》卷四十七 

 隋˙諸葛潁 《樂府詩集》卷四十七 

2.泛龍舟 * 隋煬帝 《樂府詩集》卷四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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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楊叛兒 隋煬帝 《樂府詩集》卷四十九 

四、舞曲歌辭 

雜舞 

1.四時白紵歌（九首） 梁˙沈約（五首） 《樂府詩集》卷五十六 

 隋煬帝（二首） 《樂府詩集》卷五十六 

 隋˙虞世基（二首） 《樂府詩集》卷五十六 

五、琴曲歌辭 

1.霹靂引（三首） 梁˙簡文帝（二首） 《樂府詩集》卷五十七 

 隋˙辛德源 《樂府詩集》卷五十七 

六、雜曲歌辭 

1.登名山行 * 隋˙李巨仁 《樂府詩集》卷六十四 

2.棗下何纂纂（三首） 梁簡文帝 《樂府詩集》卷七十四 

 隋˙王冑（二首） 《樂府詩集》卷七十四 

3.西園遊上才 *（二首） 梁˙簡文帝 《樂府詩集》卷七十四 

 隋˙王冑 《樂府詩集》卷七十四 

4.城南隅讌 * 隋˙盧思道 《樂府詩集》卷七十七 

5.河曲遊 * 隋˙盧思道 《樂府詩集》卷七十七 

6.敦煌樂（三首） 後魏˙溫子昇 《樂府詩集》卷七十八 

 隋˙王冑（二首） 《樂府詩集》卷七十八 

七、近代曲辭 

1.江都宮樂歌 * 隋煬帝 《樂府詩集》卷七十九 

 

 

表十二：隋代宴遊寫景（樂府）詩類型表 

詩名 作者 類型 

1.巫山高 李孝貞 寫景（自然風光） 

2.臨高台 蕭愨 寫景（自然風光） 

3.春江花月夜 *（二首） 隋煬帝 寫景（自然風光） 

 諸葛潁 寫景（自然風光） 

4.霹靂引 辛德源 寫景（自然風光） 

5.登名山行  * 李巨仁 寫景（自然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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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棗下何纂纂（二首） 王冑 寫景（自然風光） 

7.西園遊上才  * 王冑 寫景（自然風光） 

8.楊叛兒 隋煬帝 寫景（自然風光） 

9.泛龍舟  * 隋煬帝 寫景（江南風光） 

10.蜀國弦 盧思道 寫景（異國風光） 

11.敦煌樂 王冑 寫景（異國風光） 

12.四時白紵歌 隋煬帝 【寫景與豔情交融】 

 虞世基 【寫景與豔情交融】 

13.江都宮樂歌  * 隋煬帝 寫景宴遊 

14.城南隅讌 * 盧思道 宴遊 

15.河曲遊 * 盧思道 宴遊 

共十五篇二十一首 

 
 

 

表十三：漢－隋豪客遊俠（樂府）詩本辭與擬作表  

一、橫吹曲辭 

漢橫吹曲 

詩名 作者 出處 

1.長安道（十二首） 梁簡文帝 《樂府詩集》卷二十三 

 梁元帝 《樂府詩集》卷二十三 

 梁˙庾肩吾 《樂府詩集》卷二十三 

 陳後主 《樂府詩集》卷二十三 

 陳˙顧野王 《樂府詩集》卷二十三 

 陳˙阮卓 《樂府詩集》卷二十三 

 陳˙蕭賁 《樂府詩集》卷二十三 

 陳˙徐陵 《樂府詩集》卷二十三 

 陳˙陳暄 《樂府詩集》卷二十三 

 陳˙江總 《樂府詩集》卷二十三 

 周˙王褒 《樂府詩集》卷二十三 

 隋˙何妥 《樂府詩集》卷二十三 

2.劉生（八首） 梁元帝 《樂府詩集》卷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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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後主 《樂府詩集》卷二十四 

 陳˙張正見 《樂府詩集》卷二十四 

 陳˙柳莊 《樂府詩集》卷二十四 

 陳˙江暉 《樂府詩集》卷二十四 

 陳˙徐陵 《樂府詩集》卷二十四 

 陳˙江總 《樂府詩集》卷二十四 

 隋˙弘執恭 《樂府詩集》卷二十四 

二、相和歌辭 

清調曲 

1.相逢行（三首） 古辭 《樂府詩集》卷三十四 

 宋˙謝惠連 《樂府詩集》卷三十四 

 梁˙張率 《樂府詩集》卷三十四 

相逢狹路間（六首） 宋˙孔欣 《樂府詩集》卷三十四 

 梁˙昭明太子 《樂府詩集》卷三十四 

 梁˙沈約 《樂府詩集》卷三十四 

 梁˙劉儒 《樂府詩集》卷三十四 

 梁˙劉遵 《樂府詩集》卷三十四 

 隋˙李德林 《樂府詩集》卷三十四 

長安有狹斜行（十首） 古辭 《樂府詩集》卷三十五 

 晉˙陸機 《樂府詩集》卷三十五 

 宋˙謝惠連 《樂府詩集》卷三十五 

 宋˙荀昶 《樂府詩集》卷三十五 

 梁武帝 《樂府詩集》卷三十五 

 梁簡文帝 《樂府詩集》卷三十五 

 梁˙沈約 《樂府詩集》卷三十五 

 梁˙庾肩吾 《樂府詩集》卷三十五 

 梁˙王冏 《樂府詩集》卷三十五 

 陳˙張正見 《樂府詩集》卷三十五 

 周˙王褒 《樂府詩集》卷三十五 

三婦豔詩（十八首） 宋˙劉鑠 《樂府詩集》卷三十五 

 齊˙王融 《樂府詩集》卷三十五 

 梁˙昭明太子 《樂府詩集》卷三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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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沈約 《樂府詩集》卷三十五 

 梁˙吳均 《樂府詩集》卷三十五 

 梁˙劉孝綽 《樂府詩集》卷三十五 

 陳後主（十一首） 《樂府詩集》卷三十五 

 陳˙張正見 《樂府詩集》卷三十五 

中婦織流黃（三首） 梁簡文帝 《樂府詩集》卷三十五 

 陳˙徐陵 《樂府詩集》卷三十五 

 陳˙盧詢 《樂府詩集》卷三十五 

 

2. 白馬篇（十首） 魏˙曹植 《樂府詩集》卷六十三 

 宋˙袁淑 《樂府詩集》卷六十三 

 宋˙鮑照 《樂府詩集》卷六十三 

 齊˙孔稚圭 《樂府詩集》卷六十三 

 梁˙沈約 《樂府詩集》卷六十三 

 梁˙王僧儒 《樂府詩集》卷六十三 

 梁˙徐悱 《樂府詩集》卷六十三 

 隋煬帝 《樂府詩集》卷六十三 

 隋˙王冑 《樂府詩集》卷六十三 

 隋˙辛德源 《樂府詩集》卷六十三 

3.結客少年場行（四首） 宋˙鮑照 《樂府詩集》卷六十六 

 梁˙劉孝威 《樂府詩集》卷六十六 

 周˙庾信 《樂府詩集》卷六十六 

 隋˙孔紹安 《樂府詩集》卷六十六 

少年子（二首） 齊˙王融 《樂府詩集》卷六十六 

 梁˙吳均 《樂府詩集》卷六十六 

長安少年行（二首） 梁˙何遜 《樂府詩集》卷六十六 

 陳˙沈炯 《樂府詩集》卷六十六 

4.游俠篇（三首） 晉˙張華 《樂府詩集》卷六十七 

 周˙王褒 《樂府詩集》卷六十七 

 隋˙陳良 《樂府詩集》卷六十七 

俠客篇 梁˙王筠 《樂府詩集》卷六十七 

博陵王宮俠曲（二首） 晉˙張華 《樂府詩集》卷六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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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四：隋代豪客遊俠（樂府）詩類型表 
詩名 作者 類型 

1.長安道 何妥 【遊俠與寫景交融】 

2.劉生 弘執恭 遊俠 

3.相逢狹路間  李德林 豪客遊俠 

4.白馬篇 王冑 遊俠 

 辛德源 遊俠 

 隋煬帝 遊俠 

5.結客少年場行 孔紹安 遊俠 

6.遊俠篇 陳良 遊俠 

共六篇八首 

 

 

 

表十五：漢－隋其它（樂府）詩本辭與擬作表 
一、遊仙 

詩名 作者 出處 

1. 升天行（五首） 魏˙曹植（二首） 《樂府詩集》卷六十三（雜曲
歌辭） 

 宋˙鮑照 《樂府詩集》卷六十三 

 梁˙劉孝勝 《樂府詩集》卷六十三 

 隋˙盧思道 《樂府詩集》卷六十三 

2.神仙篇（五首） 齊˙王融 《樂府詩集》卷六十四 

 梁˙戴 《樂府詩集》卷六十四 

 陳˙張正見 《樂府詩集》卷六十四 

 隋˙盧思道 《樂府詩集》卷六十四 

 隋˙魯范 《樂府詩集》卷六十四 

3.步虛辭（十二首） 周˙庾信（十首） 《樂府詩集》卷七十八 

 隋煬帝（二首） 《樂府詩集》卷七十八 

 隋˙王冑（二首） 《樂府詩集》卷七十八 

二、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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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名 作者 出處 

1.雞鳴（五首） 古辭 《樂府詩集》卷二十八（相和
歌辭） 

雞鳴篇 梁˙劉孝威 《樂府詩集》卷二十八 

 隋˙岑德潤 《樂府詩集》卷二十八（《樂府
詩集》未收，然卷二十八有雞
鳴篇，故應為樂府） 

雞鳴高樹巔 梁簡文帝 《樂府詩集》卷二十八 

晨雞高樹鳴 陳˙張正見 《樂府詩集》卷二十八 

2.猗蘭操（二首） 魯˙孔子 《樂府詩集》卷五十八（琴曲
歌辭） 

 隋˙辛德源 《樂府詩集》卷五十八 

3.空城雀（三首） 宋˙鮑照 《樂府詩集》卷六十八（雜曲
歌辭） 

 魏˙高孝緯 《樂府詩集》卷六十八 

 隋˙李孝貞（《樂府詩
集》誤收為雁鳴行） 

《樂府詩集》卷六十八 

4.愛妾換馬（四首） 梁˙簡文帝 《樂府詩集》卷七十三（雜曲
歌辭） 

 梁˙劉孝威 《樂府詩集》卷七十三 

 梁˙庾肩吾 《樂府詩集》卷七十三 

 隋˙僧法宣 《樂府詩集》卷七十三 

 

 

 

表十六：隋代其它（樂府）詩類型表 
一、遊仙 

詩名 作者 出處 

1.飛龍引 蕭愨 遊仙 

2.升天行 盧思道 遊仙 

3.神仙篇 魯范 遊仙 

 盧思道 遊仙 

4.步虛辭 楊廣 遊仙 

共五首 

二、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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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名 作者 出處 

1.雞鳴篇  岑德潤 詠物 

2.空城雀  李孝貞 詠物 

3.芙蓉花 辛德源 體物言志 

4.猗蘭操 辛德源 體物言志 

5.愛妾換馬 僧法宣 詠物 

共五首 

 
 

表十七、隋代樂府詩的句式  

1.五言四句 
詩名 作者 隸屬曲辭 
昭君辭 何妥 相和歌辭（吟嘆曲） 
從軍行 明餘慶 相和歌辭（平調曲） 
春江花月夜（三首） 楊廣 清商曲辭（吳聲歌曲） 
 諸葛穎 清商曲辭（吳聲歌曲） 
江陵女歌 楊廣 清商曲辭（吳聲歌曲） 
棗下何纂纂（二首） 王冑 雜曲歌辭 
浮游花 辛德源 雜曲歌辭 
喜春遊（二首） 楊廣 雜曲歌辭 
敦煌樂（二首） 王冑 雜曲歌辭 
共八篇十三首 
 

2.五言八句 
詩名 作者 隸屬曲辭 
上之回 蕭愨 鼓吹曲辭 
 陳子良 鼓吹曲辭 
巫山高 李孝貞 鼓吹曲辭 
 蕭詮 鼓吹曲辭 
入塞 何妥 橫吹曲辭 
長安道 何妥 橫吹曲辭 
劉生 柳莊 橫吹曲辭 
 弘執恭 橫吹曲辭 
驄馬 王由禮 橫吹曲辭 
蜀國弦 盧思道 相和歌辭（四弦曲） 
採蓮曲 盧思道 清商曲辭（西曲） 
 殷英童 清商曲辭（西曲） 
楊叛兒 楊廣 清商曲辭（西曲） 
霹靂引 辛德源 琴曲歌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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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龍引 蕭愨 琴曲歌辭 
猗蘭操 辛德源 琴曲歌辭 
成連 辛德源 琴曲歌辭 
愛妾換馬 僧法宣 雜曲歌辭 
芙蓉花 辛德源 雜曲歌辭 
步虛詞 楊廣 雜曲歌辭 
錦石搗流黃 楊廣 雜曲歌辭 
空城雀 李孝貞 雜曲歌辭 
共十八篇二十一首 

 

3.七言歌行 
詩名 作者 隸屬曲辭 
從軍行 盧思道 相和歌辭（平調曲） 
豫章行 薛道衡 相和歌辭（清調曲） 
共兩篇兩首 

 

4.七言八句 
詩名 作者 隸屬曲辭 
泛龍舟 楊廣 清商曲辭（吳聲歌曲） 
四時白紵歌（二首） 楊廣 舞曲歌辭 
（二首） 虞世基 舞曲歌辭 
江都宮樂歌 楊廣 近代曲辭 
共三篇六首 
 
5.雜言體 
詩名 作者 隸屬曲辭 
陽春曲 柳顧言 清商曲辭（西曲） 
紀遼東（二首） 楊廣 近代曲辭 
紀遼東（二首） 王冑 近代曲辭 
東征歌 王通 雜歌謠辭 
共三篇六首 
 
6.其它 
詩名 作者 隸屬曲辭 
櫂歌行（五言六句） 蕭岑 相和歌辭（瑟調曲） 
十索（六首） 丁六娘 近代曲辭 
釣竿篇（五言十句） 李巨仁 鼓吹曲辭 
有所思（五言十句） 盧思道 鼓吹曲辭 
短歌行（五言十句） 辛德源 相和歌辭（平調曲） 
雞鳴篇（五言十句） 岑德潤 相和歌辭（相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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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馬篇（五言十句） 辛德源 雜曲歌辭 
神仙篇（五言十句） 魯范 雜曲歌辭 
結客少年場行（五言十句） 孔紹安 雜曲歌辭 
遊俠篇（五言十句） 陳良 雜曲歌辭 
臨高臺（五言十二句） 蕭愨 鼓吹曲辭 
櫂歌行（五言十二句） 盧思道 相和歌辭（瑟調曲） 
日出東南隅行（五言十二
句） 

盧思道 相和歌辭（相和曲） 

美女篇（五言十二句） 盧思道 雜曲歌辭 
門有車馬客行（五言十二
句） 

何妥 相和歌辭（瑟調曲） 

城南隅讌（五言十四句） 盧思道 雜曲歌辭 
升天行（五言十六句） 盧思道 雜曲歌辭 
神仙篇（五言十六句） 盧思道 雜曲歌辭 
河曲遊（五言十六句） 盧思道 雜曲歌辭 
出塞（五言二十句） 楊素 橫吹曲辭 
 薛道衡（二首） 橫吹曲辭 
 虞世基（二首） 橫吹曲辭 
步虛詞（五言二十句） 楊廣 雜曲歌辭 
濟黃河（五言二十句） 蕭愨 雜曲歌辭 
昔昔鹽（五言二十句） 薛道衡 近代曲辭 
登名山行（五言二十六句） 李巨仁 雜曲歌辭 
昭君辭（五言三十句） 薛道衡 相和歌辭（吟嘆曲） 
相逢狹路間（五言三十句） 李德林 相和歌辭（清調曲） 
飲馬長城窟行（五言三十
句） 

楊廣 相和歌辭（瑟調曲） 

白馬篇（五言三十四句） 楊廣 雜曲歌辭 
 王冑 雜曲歌辭 
 辛德源 雜曲歌辭 
共二十五篇三十九首 
 
 
 

表十八、樂府的命題 

1.歌 
詩名 作者 出處 

1.江陵女歌 楊廣 《樂府詩集》卷四十七（清商曲辭） 

2.陽春歌 柳顧言 《樂府詩集》卷五十一 

3.四時白紵歌（二首） 楊廣 《樂府詩集》卷五十六（舞曲歌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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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虞世基 《樂府詩集》卷五十六 

4.東飛伯勞歌 辛德源 《樂府詩集》卷六十八（雜曲歌辭） 

5.江都宮樂歌 楊廣 《樂府詩集》卷七十九（近代曲辭） 

6.東征歌 王通 《樂府詩集》卷八十六（雜歌謠辭） 

共九首 

 
2.行 
詩名 作者 出處 

1.日出東南隅行 盧思道 《樂府詩集》卷二十八（相和歌辭） 

2.短歌行 辛德源 《樂府詩集》卷三十 

3.從軍行 明餘慶 《樂府詩集》卷三十二 

 盧思道 《樂府詩集》卷三十二 

4.豫章行 薛道衡 《樂府詩集》卷三十四 

5.飲馬長城窟行 楊廣 《樂府詩集》卷三十八 

6.門前有客車馬行 何妥 《樂府詩集》卷四十 

7.櫂歌行 蕭岑 《樂府詩集》卷四十 

 盧思道 《樂府詩集》卷四十 

8.升天行 盧思道 《樂府詩集》卷六十三（雜曲歌辭） 

9.登名山行 李巨仁 《樂府詩集》卷六十四 

10.結客少年場行 孔紹安 《樂府詩集》卷六十六 

共十篇十二首 

 
3.引 
詩名 作者 出處 

1.霹靂引 辛德源 《樂府詩集》卷五十七（琴曲歌辭） 

2.飛龍引 蕭愨 《樂府詩集》卷六十 

共二首 

 
4.曲 
詩名 作者 出處 

1.採蓮曲 殷英童 《樂府詩集》卷五十（清商曲辭） 

 盧思道 《樂府詩集》卷五十 

共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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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辭 
詩名 作者 出處 

1.昭君辭 何妥 《樂府詩集》卷二十九（相和歌辭） 

 薛道衡 《樂府詩集》卷二十九 

2.步虛辭 楊廣 《樂府詩集》卷七十八（近代曲辭） 

共三首 

 
6.篇 
詩名 作者 出處 

1.釣竿篇 李巨仁 《樂府詩集》卷十八（鼓吹曲辭） 

2.雞鳴篇 岑德潤 《樂府詩集》卷二十八（《樂府詩集》未
收，然卷二十八有雞鳴篇，故應為樂府
－相和歌辭） 

3.美女篇 盧思道 《樂府詩集》卷六十三（雜曲歌辭） 

4.白馬篇 辛德源 《樂府詩集》卷六十三 

 楊廣 《樂府詩集》卷六十三 

 王冑 《樂府詩集》卷六十三 

5.神仙篇 魯范 《樂府詩集》卷六十四 

 盧思道 《樂府詩集》卷六十四 

6.遊俠篇 陳良 《樂府詩集》卷六十七 

共九首 

 
7.樂 
詩名 作者 出處 

1.敦煌樂 王冑 《樂府詩集》卷七十八（雜曲歌辭） 

共一首 

 
8.操 
詩名 作者 出處 

1.猗蘭操 辛德源 《樂府詩集》卷五十八（琴曲歌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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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九 、新體（樂府）詩列表【以王闓運《八代詩選》卷十二－十

四內容為準】 

朝代 作者 樂府詩名 樂府詩數量 比例17 
齊 王融 臨高臺 1 20% 
 徐孝嗣 白雪歌 1 100% 
 謝朓18 銅雀臺   
  有所思   
  王孫游 3 13.6% 
梁 簡文帝 上之回   
  蜀國弦   
  艷歌篇   
  妾薄命   
  從軍行   
  泛舟橫大江   
  雁門太守行   
  京洛篇   
  櫂歌行   
  怨歌行   
  美女篇   
  茱萸女   
  有所思   
  長安道   
  明君詞   
  中婦織流黃   
  艷歌行   
  當壚曲   
  夜夜曲   
  獨處怨   
  楚妃嘆   
  採蓮曲   
  大垂手   
  江南思 24 33.3% 
 元帝 芳樹   

                                                 
17 此處比例分母為王闓運所列該作者的新體詩；分子為該作者在新體詩作中樂府詩的數量。 
18 其中＜隨王鼓吹曲＞十首多頌帝功及藩德，類于雅樂，此處不列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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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巫山高   
  折楊柳   
  飛來雙白鵠 4 13.8% 
 沈約 洛陽道   
  江南曲 2 14.2% 
 范雲 巫山高 1 33.3% 
 丘遲 芳樹 1 25% 
 王僧孺 有所思 1 11.1% 
 柳惲 長門怨   
  起夜來 2 66.7% 
 庾肩吾 有所思 1 4.7% 
 吳均 渡易水   
  陌上桑   
  妾安所居 3 18.8% 
 何遜 銅雀妓 1 6.2% 
 王訓 獨不見 1 50% 
 王泰 巫山高 1 100% 
 王筠 有所思   
  俠客篇 2 50% 
 劉孝綽 銅雀伎 1 14.3% 
 劉孝威 隴頭水   
  怨詩   
  愛妾換馬 3 42.9% 
 劉遵 度關山 1 100% 
 江洪 淥水曲   
  秋風 2 66.67% 
 何思澄 班婕妤 1 100% 
 戴暠 從軍行   
  神仙篇 2 66.67% 
 徐悱妻劉氏 婕妤怨 1 50% 
陳 陳叔寶 采桑   
  有所思   
  臨高臺   
  洛陽道   
  雨雪曲   
  楊叛兒曲   
  三婦豔詞   
  自君之出矣 8 80% 
 陰鏗 班婕妤怨 1 8.3% 
 徐陵 關山月 1 16.7% 
 張正見 度關山   
  釣竿篇   
  采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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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怨詩   
  關山月   
  長安有狹斜行 6 60% 
 謝燮 隴頭水 1 50% 
 蘇子卿 梅花落 1 100% 
 賀力牧 關山月 1 50% 
 陸系 有所思 1 50% 
 江煇 劉生 1 100% 
 江總19 關山月 1 7.6% 
北朝 裴讓之 有所思 1 33.3% 
 盧詢 中婦織流黃 1 100% 
 王褒 飲馬長城窟   
  關山月 2 40% 
 庾信 結客少年場行   
  步虛詞 2 8% 
隋 煬帝 步虛詞   
  春江花月夜 2 28.6% 
 蕭愨 上之回 1 25% 
 盧思道 日出東南隅行   
  櫂歌行   
  采蓮曲 3 75% 
 薛道衡 昔昔鹽 1 50% 
 辛德源 短歌行 1 100% 
 王冑 西園遊上才 1 33.3% 

 
 
 
 
 
 
 
 
 
 
 
 
 
 
 

                                                 
19王闓運將江總放於隋煬帝之後，今筆者調整於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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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歷代樂府官署表（由漢至隋） 

   樂府官署 
時代 

太常 樂府 黃門鼓吹署 清商署 其它 

西漢 ○ ○    

東漢 改為太予樂  ○  總章（專司樂
舞） 

曹魏 ○  ○ ○  

西晉 ○（協律都
尉） 

   總章（專司樂
舞） 

東晉（成帝） ○     

宋 ○     

齊 ○     

梁 ○  ○ ○ 總章（專司樂
舞） 

陳      

北魏（道武
帝） 

○  ○   

北魏（孝文
帝） 

○     

北齊 ○  ○   

周     依《周禮》建
官 

隋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