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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對象 

清朝，中國最後一個君主專制的王朝，處在這樣一個歷史臨界點上，意謂著

許多事物將隨之結束，走入歷史。文學上，在中國古典詩歌的發展歷程中，清代

是詩界以古典詩歌為主流發展的最後一個朝代，這個位置，讓它以集大成的詩學

特性和總結的歷史關鍵地位存在。 

有清一代，其古典詩詞創作數量之多，論著之豐富，皆達到了空前之榮景。

清詩作為「中國詩歌發展歷程的最後一個重要階段」，
1其詩歌有著集大成的特

色，它的詩歌內涵包容覆蓋廣大，不僅有儒家詩歌政教功利的作用和詩言志的傳

統，同時對歷代詩歌，尤其是唐、宋詩歌更是有所繼承與融匯；呈現在詩歌主張

與詩學理論上便是百家爭鳴，眾聲喧嘩的熱鬧景象，尤以在詩歌創作上更是熔鑄

出新，努力突破前人的技巧而彰顯出其特色。這正是在匯集歷代詩歌傳統的基石

上，進一步地總結與昇華之表現。清代「讀書詩」便是在這樣的時代氛圍及文學

背景下產生的。清代文人閱讀古代典籍或是前人詩集後，以讀書詩的形式傳達出

詩人所見所感，其內容主題有對古代經史子集的閱讀，有對古今文人的詩歌、文

章、金石碑文的披讀，亦有古今人物作品的題書序跋、詩（書）後及贈答唱和，

還有自我讀書心得感想之書寫等等。這些讀書詩的內涵和詩人的文學品味、詩學

主張、宗法取向及學術背景之影響皆有密切關聯，後人閱讀這些詩歌作品，不但

可以窺見當時清代文人創作心態及其詩歌典範之選擇，同時上列所述清代詩歌發

展情形皆能從「讀書詩」中見其源流脈絡，於清代詩歌與詩學之了解有莫大助益。 

清代詩人接收了歷代詩歌發展所累積下來的豐厚遺產，熔鑄前人創作經驗，

以此為基礎，寫下這一代人的詩歌。清初士人檢討明朝滅亡之因，將之歸咎於明

代空疏不學的學風，故清代文人，如錢謙益、顧炎武、黃宗羲等學貫古今的大家，

在文學上多強調學問及「經世致用」的重要，對明代詩論及主張多有反撥。在這

樣的學術風氣與治學影響下，清詩的創作，便不免受其沾溉，其中「學問化」便

是清詩明顯的特徵之一，表現在詩歌創作中，其中便有以「讀書」為主題的形式

傳達出來。而中國詩歌的學問化有其逐漸積累漸化的過程，並非一蹴而幾的。2在

歷代古典詩創作的歷程裡，或多或少便包含著學問化的因素於創作中。「以學問

為詩」並非從清代才開始，文人以「詩」的形式來表現才學，和宋人「以學問為

詩」、「以議論為詩」的創作手法有其承繼的關係。宋代「以學問為詩」的創作手

法，後人多有訾議，如明代前、後七子便力主「詩必盛唐」，對宋詩極度貶抑，

認為其不足觀，一直到了清代，錢謙益大力批評前後七子，認為除了尊唐之外，

                                                 
1 嚴迪昌〈文學評議〉（文學遺產，1984 年第 2 期）。 
2 魏中林認為中國古典詩學中的學問化問題，並非「某一時期或流派所集中體現的『以學問為詩』

等片斷現象，而是伴隨著古典詩學歷程強弱參差地形成一個持續性的過程。這一過程的基本趨

向是以踵事增華的方式由弱漸強，並在詩歌創作和詩學理論批評兩方面展開。」見魏中林〈學

問化視角下的古典詩學與清詩研究〉（湛江師範學院學報，2006 年 2 月第 27 卷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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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詩亦有可觀之處，其後查慎行作《補注東坡編年詩》、厲鶚編《宋詩紀事》、吳

之振編《宋詩鈔》，這些人對宋詩的整理表達了對宋詩的肯定，以至清代後來的

宋詩運動，更可說是對宋詩價值的重新界定與評價，給予了宋詩應有之重視和地

位。而遠在宋朝之前，南朝梁鍾嶸的時代中，便有以學問為創作質素來寫作詩歌

之現象，故其《詩品．序》中便有對「以學問為詩」的批評3；唐代杜甫的「讀

書破萬卷，下筆如有神」，4韓愈、李商隱詩歌創作著重奇字、用典等技巧，更被

視為宋代以學為詩之先導。5  

宋以前的朝代，詩歌創作中不常有談論經籍書本的狀況，到了宋代，出現大

量談論書籍、以讀書為主要對象的讀書詩，而清代亦有此現象。中國千年來科舉

制度的影響，造成士人「萬般皆下品，惟有讀書高」的文化優越心態，非常注重

學問知識的累積。在詩歌創作中，士人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成為不可或缺的一群，

層層相累之下，士人們互相以學問標榜，形成其獨特的創作概念和審美價值，清

代詩歌發展更以此為一大特色。清代的「讀書詩」多是作者閱讀之後，以本身的

修養和學識為基礎，藉由詩的形式來表達作者的學養，及對事理及哲理的探求和

思考。清代詩歌重學的情形（清詩的學問化），是中國詩歌發展中特有的現象，

也是清代詩歌創作獨特的文化特徵。相較於緣情抒志的主情意之詩歌創作，讀書

詩則是以「學問」為內涵，表達出詩人的學養器識、性情與情志。 

清代「讀書詩」的創作於中國詩歌發展歷程中，本是水到渠成的結果，在前

人豐富的創作與積累之下，因其特殊之時代背景而發展出空前的成就。在「重學」

背景之下，朝廷又刻意提倡尊經崇儒風氣，有推波助瀾之效，加上清代考據學鼎

盛，特別重視讀書人的學問修養，於是以學問為詩，以詩表達學問便成為其詩風

特色。清代考據學風特熾，學者追源溯流，以為顧炎武開創之功不可沒。梁啟超

在《中國近三百年學術史》中便極力推崇顧炎武為清學之祖的地位：「亭林一面

指斥純主觀的王學不足為學問，一面指點出客觀方面許多學問途徑來。於是學界

空氣一變，二三百年間跟著所帶的路走去。亭林在清代學術史所以有特殊地位在

此。」6顧炎武一生多專注於學術研究工作，博覽群書，廣泛涉獵經史群經、地

                                                 
3 鍾嶸批評當代詩的學問化及用典情形：「顏延、謝莊，尤為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

文章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辭不貴奇，競須新事。爾來作者，寖以成俗，遂乃句無虛

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

天才，且表學問，亦一理乎。」由他的批評可窺見當時詩壇上確有一批詩人作詩是重視學問的

現象。見（梁）鍾嶸著、（民國）楊祖聿校注《詩品校注．中序》（台北：文史哲出版社，1981

年）頁 81。 
4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少陵集詳注．卷一．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北京：圖書

館出版社，1999 年）頁 42。 
5 魏中林認為唐代的杜甫、韓愈、李商隱三人：「既代表唐詩成就，又是開啟宋詩風端倪的先行

者。」魏中林〈學問化視角下的古典詩學與清詩研究〉（湛江師範學院學報，2006 年 2 月第 27

卷第 1 期）。 

  張高評研究宋代讀詩詩特別指出「韓愈詩與宋詩導源」的關係，他說：「宋代之道學與文學皆

尊奉韓愈為宗主創始，故皆推崇韓詩；宋人矜才炫博之作詩習氣，散文化、議論化之寫作風尚，

因受印本繁榮，博觀厚積所左右，蓋亦受韓愈「學者之詩」之影響。」見張高評《北宋讀詩詩

與宋代詩學──從傳播與接受之視角切入》（漢學研究，2006 年 12 月第 24 卷第 2 期）。 
6 梁啟超《中國近三百年學術史》（北京：東方出版社，1996 年）頁 56 至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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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方志、小學音韻、金石考古、典章制度等等方面，並在這些領域獲得了極高的

成就，影響後來乾嘉考據學發展甚巨。梁啟超將乾嘉學者所進行的研究分門別

類，舉其要者有十三個門類：一、經書的箋釋；二、史料之搜補鑒別；三、辨偽

書；四、輯佚書；五、校勘；六、文字訓詁；七、音韻；八、算學；九、地理；

十、金石；十一、方志之編纂；十二、類書之編纂；十三、叢書之校刻。7從以

上分類可以發現顧炎武的治學方向及方法對乾嘉學術影響之大。如顧氏在文字音

韻方面的研究與發明，啟發了後來江永《古韻標準》、段玉裁《說文解字注》、戴

震《方言疏證》、王念孫《廣雅疏證》等；顧氏博學博證的治學主張影響了閻若

璩《古文尚書疏證》的歸納論證法，從中明顯可見閻若璩對顧炎武治學方法的承

襲。所以梁啟超要說：「亭林的著述，若論專精完整，自然比不上後人，若論方

面之多，氣象規模之大，則乾嘉諸老，恐無人能出其右。要而論之，清代許多學

術，都由亭林發其端，而後人衍其緒。」8清代考據學在清初由顧炎武始肇其端，

到乾嘉時便一躍而為時代學術主流。在這樣的時代風氣下，學者治學講求博學多

識，實事求是的態度，讀書重學便成為清代學風特色之一。另外，清初學者有鑑

於明代王學末流空疏不學，虛談誤國的慘痛教訓，於是顧炎武等人大力提倡重返

經典的主張，主張以崇實學風扭轉時代風氣，要求歸返六經，讀書治學應從原典

著手。影響所及，清代學者較前代重視古籍經典的閱讀，在這樣的時代風氣影響

之下，讀書人閱讀古代經、史、子、集等書籍，除了以為學術之資外，其閱讀後

之心得與感想，多有形諸吟詠，發而為讀書詩者，故清代讀書詩不僅只是詩人抒

情緣志的傳達，透過讀書詩的閱讀，可瞭解清代之學術思想、時代精神、士人心

態及文化型態等等，同時，讀書詩的創作更提升了詩歌的文藝形式並拓展了詩歌

審美藝術的境界。清代詩人對前代詩歌的閱讀接受也反映在讀書詩的創作上，從

讀書詩中可見清代詩人對詩歌典範的追尋與建立，藉由清代讀書詩的閱讀，可瞭

解詩人的閱讀心理與當代詩歌特色及文化概況。 

另外，清代出版風氣盛行，書籍流通發達，所以清代文人閱讀盛況可謂達到

空前之熱絡，文人鑽研書本，重視閱讀，進而將讀書之餘的感發及創見，以詩歌

形式發抒出來，是再自然不過之事了。而清代「讀書詩」內容涵蓋層面多元，非

僅是讀書心得或讀後感想，故欲對清代詩歌及其特色有所發現了解，「讀書詩」

實為一值得探究之進路。 

清朝是離我們最近的一個朝代，然而學界對清詩的研究卻不如前代詩學研究

之豐富，造成這樣的結果，近代許多學者認為是長久以來人們對清詩的誤解，所

以造成觀念上的輕視，其中不乏名家碩儒，9如葉恭綽在《全清詞鈔．序》中說：

「我同友人論清代學術，曾認為清一代的詞，超越明代。此外惟小說和曲子，勉

強可以企及，而詩文則否。」10最著名之說法乃王國維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學11」

                                                 
7 梁啟超《中國近三百年學術史》（北京：東方出版社，1996 年）頁 28 至頁 29。 
8 梁啟超《中國近三百年學術史》（北京：東方出版社，1996 年）頁 77。 
9 張仲謀〈二十世紀清詩研究的歷史回顧〉（泰安師專學報，1999 年 9 月第 21 卷第 5 期）頁 22。 
10 葉恭綽《全清詞鈔》（上海：中華書局，1982 年）頁 1。 
11王國維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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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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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而梁啟超則說清代文學「以言夫詩，真可謂衰弱已極。」對清代多位詩學大

家梁氏則持貶抑態度：「吳偉業之靡曼，王士禎之脆薄，號為開國宗匠。所謂袁

（枚）、蔣（士銓）、趙（翼）三大家者，臭腐殆不可向邇，諸經師及諸古文，集

中多亦有詩，則極拙劣之砌韻文耳。嘉道間，龔自珍、王曇、舒位，號稱新體，

則粗獷淺薄。咸同後，竟宗宋詩，只益生硬，更無餘味。」12魯迅13和章太炎14則

斷言唐以後之詩皆不足觀，聞一多亦認為宋以後無詩之說法。15這種種的誤解，

是清詩研究者在研究清詩之前，就必須先對清詩的價值之顯現有所澄清。 

本論文希望藉由清詩中讀書詩的研討，探究清代讀書詩發展之背景、源流及

特色，期望在浩瀚的清人詩歌創作中，真實而完整的呈現出清代讀書詩的廣度、

深度及其成就與價值。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清代文人寫作及書籍出版數量之龐大，是其他各朝代難以企及的。目前學界

及出版界尚未有《全清詩》的編纂成書，本文研究範圍將以徐世昌所編的清人詩

歌選集《晚晴簃詩匯》，及錢仲聯編選的清人詩歌紀事文獻總集《清詩紀事》，以

及約數十位清代重要文人詩歌別集作品為主要文本考察對象。 

《晚晴簃詩匯》共計二百卷，所選詩家得六千一百五十九家，詩作計二萬七

千四百餘首，16材料豐富，規模宏大；錢仲聯所編的《清詩紀事》「共同編選七千

多位詩人作品，成此近一千二百萬字的清代詩歌紀事文獻的總集。」17題材廣泛，

篇製甚巨；本文採這兩部總集中的作品為研究素材，主要取其搜羅宏富，較能廣

泛地呈現清代詩作風貌，避免因編選者的偏狹之見而失之主觀。18

                                                                                                                                            
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見王國維《宋元戲曲史．自序》（台北：台灣古籍

出版有限公司，2003 年）頁 1。 
12 梁啟超《清代學術概論》（台北：水牛出版社，1981 年）頁 169。 
13 魯迅曾說：「我以為一切好詩，到唐已經被做完，次後儻非能翻出如來佛掌心的齊天大聖，大

可不必動手。」見魯迅先生紀念委員會編《魯迅全集．第 12 卷．致楊霽雲》（北京：人民文學

出版社，1998 年）頁 612。 
14 章太炎有言：「宋世詩勢已盡-------唐以後詩，但以參考史事存之可也，其語則不足誦。」 

見《國故論衡．中卷文學篇．辨詩》（台北：廣文書局，1977 年）頁 130 至頁 131。 

  又說：「元、明、清三代詩甚衰，一無足取。」批評清代的詩人：「王漁洋、朱彝尊的詩，失之

典澤過濃。到了翁方綱以考據入詩，洪亮吉愛對仗，更不成詩。其間稍可人意的，要推查初白

的，但也不能望古人之項背。洪亮吉最賞識『足以烏孫塗上繭，頭幾黃祖座中梟。』二句，我

們讀了只作三日嘔！」見章太炎《國學概論．詩之體製》（台北：五洲出版社，1969 年）頁 104。 
15 聞一多認為：「詩的發展到北宋實際也就完了。----尤陽范陸和稍後的元遺山似乎都是多餘的，

重複的，以後的更不必提了。我們只覺得明清兩代關於詩的那許多運動和爭論，都是無謂的掙

扎。每一度掙扎的失敗，無非重新證實一遍那掙扎的徒勞無益而已。」見聞一多《聞一多全集．

第 10 冊．文學的歷史動向》（湖北：人民出版社，1993 年）頁 16。 
16 徐世昌編、聞石點校《晚晴簃詩匯．點校說明》（北京：中華書局，1990 年 10 月）頁 2。 
17 錢仲聯編《清詩紀事．出版說明》（南京：鳳凰出版社，2002 年）頁 1。 
18 蔣寅言：「中國古代的詩歌選本，歷來就有強烈的批評色彩，不光其選目體現了作者的審美趣

味，所附評語更是直接表達了選家對詩人及其作品的看法。」見蔣寅〈清代詩文文獻〉《中國古

 4



如前所述，《全清詩》至今尚未能編纂成書，故為求嚴謹，減少遺珠之憾，

以求本論文取材之周延，另擇清代重要文人詩集為考察對象，以為裨補闕漏。關

於「清代重要文人」的認定則採劉世南所著《清詩流派史》、霍有明的《清代詩

歌發展史》、嚴迪昌的《清詩史》等三本著作中，對清詩派別的劃分與歸納，取

書中所論各派別中，特別注重「學問」主張的詩人別集作品為考察對象；同時參

照清代詩話、詩文序跋等和詩學有關之著作與論述互為印證，期在經過整理歸

納、分析比較後，能夠梳理出清代讀書詩完整之風貌，進而了解清代詩歌與當代

文學文化背景之關係，以及清代讀書詩典範的建立。 

至於讀書詩的定義19與本文所採納之讀書詩範圍，除了詩題中有「讀」、「觀」、

「閱」、「見」等字屬之外，另有許多詩作於詩題中未見上述之關鍵字，然其內容

主題也與「讀書」、「閱讀」的行為有關，亦在本論文收納討論之列，其中有對古

今文人的詩歌、文章、金石碑文的披讀，亦有古今人物作品的題書序跋、詩（書）

後、和韻、次韻的贈答唱和之作，還有自我讀書心得感想之書寫等等。清代文人

詩作中和韻、次韻的對象今、古人皆有，作品數量非常多，其中由題目及內容來

看，與「讀書」、「閱讀」行為有關者，則收入讀書詩之列，至於許多由題目及內

容上無法判定其是否有產生「讀書」、「閱讀」行為者，則不收入。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將採： 

（一）文本的整理分析 

整理《晚晴簃詩匯》、《清詩紀事》及重要文人詩歌別集中，和「讀書」有關

的詩作，再依《四庫全書》中經、史、子、集之分類作整理： 

（1）經部十類：易類、書類、詩類、禮類、春秋類、孝經類、五經

總義類、四書類、樂類、小學類。  

（2）史部十五類：正史類、編年類、紀事本末類、雜史類、別史類、

詔令奏議類、傳記類、史鈔類、載記類、時令類、

地理類、職官類、政書類、目錄類、史評類 

（3）子部十四類：儒家類、兵家類、法家類、農家類、醫家類、天

文演算法類、術數類、藝術類、譜錄類、雜家類、

類書類、小說家類、釋家類、道家類。 

（4）集部五類：楚辭、別集、總集、詩文評、詞曲。  

 

經過分類整理後，清代讀書詩分布狀況大概如下： 

 

                                                                                                                                            
代文學通論．清代卷》，（遼寧：人民出版社，2005 年）頁 411。 
19 本文採張高評對讀書詩所下定義：「大凡文士閱讀經、史、子、集四部書籍，或作感點抒發、

比興寄託之閱讀書寫，或作得失龜鑑、發微闡幽、風格勾勒、內容檃括、褒貶抑揚諸讀書心得

發表，無論泛論通說，或專題指陳，而以詩篇表述之者，皆謂之讀書詩。」見張高評〈唐代讀

詩詩與閱讀接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報，2007 年 12 月第 42 期）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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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部 易類 尚書類 詩經類 禮類 四書類 小學類 

數量 2 5 2 3 3 5 

 

經部 五經總義類 春秋類    

數量 1 6    

 

 

史部 

正史類 
史記 漢書 後漢書 三國志 晉書 宋書 

數量 28 66 77 34 7 1 

 

史部 

正史類 
南史 北魏書 唐書 五代史 南唐書 宋史 

數量 2 1 4 4 1 7 

 

史部 

正史類 
明史 （清）國史館列傳    

數量 22 1    

 

史部 編年類 紀事本末 雜史類 地理類 史評類 
其它（讀

史、閱史）

數量 8 10 3 5 3 396 

 

史部 傳記 金石     

數量 37 43     

 

 

子部 儒家 小說 釋家 道家 藝術 兵家 雜家 

數量 3 19 4 10 1 1 1 

 

 

集部 楚辭類 別集類 總集類 詩文評類 詞曲類  

數量 5 165 27 6 71  

 

集部 其它（觀讀文章） 其它（觀讀詩作、和詩）  

數量 72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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俟整理歸類完畢後，再就詩作內容進行探討分析。 

 

（二）原典觀照、比較、解讀 

在讀書詩中，文人所閱讀的古代及當代之經籍、詩文是創作的來源，故有必

要將原典作品和文人讀書詩作一觀照比較，以了解文人讀書詩作品之所出及源

流，呈現作者閱讀型態與了解清代讀書詩典範產生的軌迹。 

 

（三）各家詩派重學主張及理論的參酌 

    清代詩歌發展的軌跡是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不斷的發展，形成自己獨有的 

詩歌傳統。清代是古典詩學集大成的時代，在詩學主張上總結前代詩歌的創作經 

驗與各家學說，呈現流派眾多，百花齊放的盛況；有各擅一方的四大詩派： 

王士禛的神韻派、沈德潛的格調派、袁枚的性靈派、翁方綱的肌理派；有二馮及 

吳偉業的宗唐風尚、查慎行及厲鶚的宗宋取向、黃宗羲的尊唐祧宋、王夫之的儒 

家詩教傳統等等不同觀點；詩人依創作理念的不同，而有師古（如：陳子龍的雲 

間派、陸圻的西泠派、王士禎、沈德潛等人）、師心派（如錢謙益、二馮、袁枚、 

龔自珍、何紹基等`人）、崇實派（如顧炎武、閻若璩、毛奇齡、翁方綱等人）種 

種主張，不一而足。在這樣的文學氛圍下，詩歌的創作不免會受影響。所以探討 

讀書詩中所透顯出來的意識與內涵，印證各家詩派重學主張及理論，將可呈現出 

清代讀書詩之時代特色。            
 

（四）當代社會風氣考察 

明清鼎革之際，文人痛定思痛，對明代學風與前後七子，乃至公安、竟陵諸 

家多有反撥，如錢謙益、顧炎武等人。文人開始提倡文學必須經世致用，重學問、

重書本的呼聲或大或小，持續不斷。清代不論那一個詩派，不論其主張為何，亦

多正面肯定學問對詩歌創作的必要，其後考據學興起，社會風氣更以重學為本色， 

此可從「肌理派」之主張略窺一斑。其間性靈派的袁枚對以考據為詩的現象或有 

抨擊，然其對學問仍有相當程度的重視，認為作詩仍不可偏廢書本，故整個清代 

學術環境對詩作之影響，亦不容忽視。 

清代在政權鞏固後，社會經濟迅速發展，出版業印刷業相對盛行。20文人書 

籍取得容易，出書、讀書、藏書風氣大盛，21同時對古代及當代書籍文獻的整理

                                                 
20 陳力說：「在清代三百年中，官修和私撰的圖書數量巨大，章鈺等編纂的《清史稿．藝文志》

所著錄的四部圖書-------總計九千六百三十三種一十三萬八千零七十八卷。武作成所編纂的《清

史稿藝文志補編》所著錄的圖書---------總計一萬零四百三十八種九萬三千七百七十二卷。章、武

兩目相加（實際上這兩部目錄還有許多遺漏），清代創作的圖書至少在二萬零七十一種二十三萬

一千把百五十卷以上。」見陳力《中國圖書史》（台北：文津出版社，1996 年）頁 306。 
21 謝灼華說：「清代的私家藏書相當發達，藏書風氣極盛。-----江蘇常熟錢氏絳雲樓，毛氏汲古

閣，趙氏脈望館，金陵黃虞稷千頃堂，昆山徐氏傳是樓，江陰李氏得月樓，浙江祁氏遠山堂、

奕慶樓，秀水曹氏倦圃，朱氏曝書亭，黃氏續鈔堂，杭州吳氏瓶花齋，寧波範氏天一閣，都是

著名藏書家。」見謝灼華《中國圖書和圖書館史》（台北：天肯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5 年）頁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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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遺餘力，22文化事業的蓬勃發展，對文人的閱讀及創作有相當之影響。而康熙

時《古今圖書集成》的編纂，乾隆時《四庫全書》的完成，朝廷對文學及思想的

態度與箝制雖趨嚴密，然兩部圖書的問世，及朝廷對學術的重視於社會讀書風氣

亦有不容忽視之影響。 

 

 

第三節  前人研究成果 

目前學界在讀書詩方面的研究與論述，多以宋代的讀書詩為討論對象。讀書

詩的創作主要是有「閱讀」行為的發生，而產生了讀書詩，故凡和此有關之創作，

皆在討論之列。觀察學界目前對讀書詩的研究，內容主要在讀書詩的文學性、讀

書詩對古今書籍典籍的閱讀、讀詩詩、讀史詩與當代出版關係與影響的探討等

等。然而上述研究僅限於一人或一時之現象，範圍較狹隘，對讀書詩與當代詩歌

之總體關係較不能全面觀照到，以顯出讀書詩的時代特色。 

目前在台灣及大陸方面有關讀書詩的研究，單篇文章及期刊論文有： 

 

（1）《兩宋文史論叢．陸游讀書詩考釋》╱黃啟芳           

台北，學海出版社，1985 年 10 月，頁 451 至頁 507 

 

本文將陸游所作之讀書詩，分門別類，依序闡釋。計分：《劍南詩稿》中以 

「讀書」為名的十四首詩、「夜讀」冠題之作、春夏秋冬四季夜讀書之作、讀經

史子之作。作者引述陸游讀書詩，稽考作者成詩年代及其背景，間或有闡釋詩意

者，最後以一二句定語考評其詩作。           

本篇文章著重在「考」、「釋」陸游一首首讀書詩，惟對陸游讀書詩透顯的詩 

法觀與創作意識、寫作策略及和宋詩之特色、時代背景、宋代讀書詩之傳承交互

影響關係等等諸多問題並未涉及，實有再探討之空間。 

 

（2）《陸游「讀書」詩的文學意味》╱莫礪鋒╱浙江社會科學╱2003 年第 2 期 

          

本篇論文主要是探討陸游讀書詩中，文學意味濃厚，抒情風格強烈，富含自 

                                                 
22 以官方整理典籍的情況來看，李致忠說：「為修《四庫全書》而進行的大規模典籍整理，是清

代乃至封建社會有史以來最大規模的典籍整理。------紀昀為總裁，及以下官員三百六十人，其

他人員三千四百六十六人，對其清點、整理、校對、抄寫。-------參加此次典籍整理者，多為是

時的著名學者，如負責經部的戴震，史部的邵晉涵，子部的周永年俱為當時奇才，，故此次整

理規模之大，水平之高實前所未有。------《四庫全書總目》的收書者和存目者即有一萬零二百

五十四種，十七萬二千八百六十卷之多。」見李致忠、周少川、張木早《中國典籍史》（上海：

人民出版社，2004 年）頁 393 至頁 394。 

   吉少甫也說：「清代刻印出版的書籍，『欽定』、『敕撰』大部頭的集子都比前代多，這是一個

顯著的特點。尤其是乾、嘉時代，一些官僚地主和藏書家，延聘著名的校勘學家，校刻書籍，

匯刻成叢書。各式各樣的叢書大量出現，這是清代圖書刻印、出版中的又一顯著特點。」見

吉少甫《中國出版簡史》（上海：學林出版社，1991 年）頁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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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意象的讀書詩，至於陸游讀書詩中，那些具有抽象人文思維，「資書以為詩」

的作品則未見討論。作者從知人論世的觀點，以陸游的家世背景和生活狀況，說

明其人嗜書成癖，大量讀書、創作讀書詩之因果關係，並由陸游讀書詩的內容，

窺見其讀書生涯點滴。文中列舉了多首陸游讀書詩，從多樣的主題與內容的探

討，來印證其詩充滿文學意味，變化多姿，詩風靈動活潑，而無一般讀書詩單調

枯淡、缺乏生氣之弊病。          

本篇論文對陸游讀書詩的討論僅侷限部分作品及一個特色來作探討， 

未將陸游所有讀書詩作全方位的觀照及討論，範圍及取材較不周延，對陸游的讀

書詩不能有完整的了解與認識。 

 

（3）《學人與詩人的際會合流──清代「學人之詩」的形成與發展》╱嚴明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明清詩學研究專輯，2003 年 9 月第 13 卷第 3 期 

           

清代讀書詩內涵和詩人的學識有高度密切之關係，故研究清代讀書詩，對清 

代「學人之詩」的內涵與發展脈絡須清楚認知。 

本篇論文對清代學人之詩的觀念形成、核心內容及發展源流敘述詳細，然而

多集中在翁方綱的肌理派作論述，於清代其它重要詩論及詩人對學人之詩看法或

言論，學人之詩和清代詩歌關係等，則無著墨處，於清代整體詩學背景和學人之

詩的關聯無法作鏈接。 

 

（4）《才情與性情：陳衍的「學人詩」觀念》╱李瑞明    

嘉興學院學報，2004 年 1 月第 16 卷，第 1 期 

           

本篇論文主要在論說學人之詩的淵源與主張，對陳衍學人之詩內容、作用、 

理論等皆有說明，並提出作者看法和議論。然而對學人之詩和當代詩歌之特色和

關係則未觸及。 

 

（5）《論陳衍的「學人之詩」說》╱魏泉       文藝理論研究，2006 年第 4 期 

           

本篇論文以陳衍的「小秀野堂」的生活經歷和相關文人交游談起，以所往來 

者皆為同光派詩人，而有學人之詩共識。文中於陳衍學人之詩觀念源流與清代詩

歌特色則未介紹。 

（6）《論清詩的學問化傾向》╱李文龍         中國文學研究，2006 年第 3 期 

           

學問化是清詩重要特徵之一，清代讀書詩是詩人飽讀詩書，閱讀後展現學識 

的表現，深深沾染了學問的色彩。研究清代讀書詩對清代詩歌學問化現象必須有

相當之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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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論文探討清詩中「詩史」意識的增強、學問詩大量湧現、典故運用的經 

常化三個方面。文中並論及了其成因與時代背景、文學發展等因素。然而對清詩

學問化之源流脈絡介紹則稍顯不足。 

 （7）《北宋讀詩詩與宋代詩學──從傳播與接受之視角切入》╱張高評 

漢學研究第 24 卷第 2 期，2006 年 12 月 

          

本篇論文從傳播與接受的視角切入，以北宋讀詩詩為觀察對象，說明知識的 

傳播在於書籍的流通，宋代雕版印刷發達，圖書取得便捷，相對影響士人的讀書

及創作。文中同時結合了版本學、文獻學、印刷史、藏書史與文學、詩學，作整

體的說明，內容論述主要以「宋人之學唐變唐」、「宋詩的典範選擇」二項為主題，

梳理出宋代讀詩詩中對唐人的學習範式，其對象有：李白、白居易、韓愈、韓偓、

杜牧、羅隱、皮日休、孟郊、李賀、柳宗元、劉禹錫等人，同時輔以這些唐代作

家之作品在宋代的出版狀況，說明其為宋人學古通變之原因及意義所在。在宋人

詩學典範選擇方面，作者從讀詩詩中歸納得出陶淵明、杜甫最為宋人所推崇。陶

淵明以其人格之特徵與詩風之脫俗為宋人所讚賞；杜甫則以王安石編《四家詩選》

始，即為宋人所尊崇，其詩聖、詩史的地位與集諸家大成，深為宋人所折服，將

之視為典範。          

本篇論文對北宋讀詩詩源流因革創變分析甚明，其典範成因影響論述亦頗清 

晰，提供了研究者在研究讀書詩時可供參考之進路。惟其研究範圍只限北宋一

代，取材亦是讀書詩的其中一種，欲以此成宋代讀書詩之特色，代表性似乎不夠，

故可再延申討論的空間頗大。 

 

（8）《從資書為詩到比興寄託：陸游讀詩詩析論》╱張高評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2007 年 12 月第 47 期 

 

作者欲藉由對陸游讀詩詩的探討，說明宋詩由北宋的「資書以為詩」，到南

宋偏向「比興寄託」之流變。同時作者以為陸游讀書詩充滿文學韻味，歸功於比

興寄託手法之運用得當，而陸游的讀詩詩與北宋讀書詩大不相同，作者將此歸結

到圖書流通、印刷傳媒的繁榮和激盪之因。     

本篇論文以陸游讀詩詩為基點，探討其人詩作風格與當代圖書流傳之關聯。

然以陸游一人，是否足以代表當時南宋一朝整體讀書（詩）詩之發展與流變？文

中未具體舉例或說明當時整體詩作的大環境走向，和陸游的讀書（詩）詩之關係，

二者產生了何種關聯與滲透、影響？此皆有再探討之餘地。 

 

（9）《唐代讀詩詩與閱讀接受》╱張高評     

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報，2007 年 12 月第 42 期 

 

本文從接受美學與文學詮釋學的立場，來討論唐人的讀詩詩，試圖從讀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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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角，探討文學之傳播與接受。文中列舉唐代讀詩詩中提到的唐朝著名詩人，由

詩中見寫作者對各詩人的文學批評與對詩人之評價，同時勾勒詩人之審美風格及

趣味。以此推論唐風影響宋調，開創北宋詩風。 

文章以閱讀接受角度來看唐代之讀詩詩，探討的層面專精但不夠深廣，只能

窺見唐代讀書詩之一斑，未能宏觀其發展與流變，故於此尚有發展研討之空間。 

 

         至於學位論文方面對讀書詩的研究，有： 

 

（1）《宋詩對經典的闡釋與呈現──以《全宋詩》中讀書詩為考察對象》╱

陳撫耕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2005 年╱碩士 

 

該篇論文是以宋代讀書詩為主要探討對象，考察宋代讀書詩中，閱讀古代經

典，及對古代典籍的接受與詮釋。文中探討了宋代讀書詩發展的背景，並以《全

宋詩》中檢索出的讀書詩進行整理探索，以呈現出宋人閱讀古代經典的情形，並

闡述了宋詩對經典的創造與詮釋。 
論文中對宋人閱讀經典後，經典對宋人讀書詩創作產生了那些方面影響，宋

代讀書詩的時代特色等，論述較為缺乏。 

 

（2）《北宋讀書詩研究──以讀史詩為中心》╱陳逸珊    

      國立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2006 年╱碩士 

 

該篇論文主要在探討北宋讀書詩中的讀史詩，並將宋代讀書詩和唐代讀書詩 

作一比較。文中強調因為宋代雕版印刷的發達，致使古籍經典的出版品眾多，造

成宋代讀書風氣的盛行。作者認為「北宋文風思潮走向，往往決定古籍整理與雕

版印刷的門類和質量。」所以這是一種良性的循環，作者以為北宋出版事業的發

達是因為需求和供給交互影響作用的結果：「古籍整理 → 付印成書 → 影響學

風思潮 → 創作定向轉變  ；  創作定向轉變 → 再度影響學風思潮 → 需要新

的書籍 → 回求經典 → 古籍整理」，在這樣反覆交互的循環中，宋代讀書風氣

因此發達了起來。作者整理了唐、宋兩代閱讀經史子集的情形，兩者互相觀照，

以凸顯出宋代讀書詩創作的興盛。          

該篇論文以北宋讀史詩為主要討論的對象，將讀史詩和宋詩特色作結合，從 

讀史詩的體製表現論述，說明讀史詩表現出宋詩「以文為詩」、「以賦為詩」、「以

議論為詩」、「以學問為詩」之特色。並從讀史詩材料的取捨觀察，以春秋書法、

史家筆法、別生眼目、經世資鑑四個方向論述讀史詩之取材與宋詩之特色。惟本

論文對讀史詩中，宋人對歷史人物典範之選擇較無分析論述。 

此外，大陸方面尚有一些報章雜誌上發表的散文隨筆，漫述古人所著之「讀

書詩」，其內容篇章短小，多以摘句解釋方式，擷取古人讀書詩中一兩句來作漫

談，其內容多在強調、印證古人愛書、讀書之行為表現及心理狀態，而無作者的

 11



觀點敘述和發明，對於「讀書詩」的發展源流、時代特色及在詩歌上的價值等等

亦無著墨。如李秉鑒發表於《讀書雜誌》上〈詠讀書詩拾零〉（約 2000 字）、王

明洪發表於《教師博覽》上〈書香盎然的讀書詩〉（約 760 字）、鄭華金的〈古人

讀書詩〉（約 610 字）、婁國忠發表於《語文漫談》上〈古代名人讀書詩〉（約 530

字），皆是這方面的文章。 

 

閱讀上列所述之期刊及論文後，可以觀察到目前讀書詩研究多集中於宋代， 

而研究的範圍，或以讀書詩中的某一主題為關注對象；或以某一人為關注對象；

而報章雜誌上的散文隨筆則多是文學方面的欣賞與作者感想。綜上所述，可得知

明清以後的詩學研究，於讀書詩方面則較為匱乏，故筆者不揣淺陋，在前人研究

的基礎上，選擇清代讀書詩為研究對象，期能梳理出清代讀書詩的特色與風貌。 

 

清代詩學研究與同期小說、戲曲的研究相比較一向居於弱勢，然而近年來清 

詩的研究較之以往已有長足進步，但和前代詩學研究比較起來，仍顯不足。讀書

詩為清代文人進行閱讀活動後的創作行為，與文人心理狀態、社會環境、詩家派

別、詩學主張、作家作品等等，皆有極密切之關聯，故研究清代讀書詩，於上列

之關聯亦不可完全擱置，須有相當之認識與關注。 

      目前出版有關清代詩歌方面的書籍有： 

 

作家作品、流派研究 

作者、編校者 書名 

楊達民 錢謙益詩學研究 

張仲謀 清代文化與浙派詩 

胡幼峰 清初虞山派詩論 

王小舒 神韻詩史研究 

胡幼峰 沈德潛詩論探硏 

王建生 袁枚的文學批評 

司仲敖 隨園及其性靈詩說之研究 

李豐楙 翁方綱及其詩論 

 

清詩整理、編選、紀事、詩話 

作者、編校者 書名 

鄧之誠 清詩紀事初編 

錢仲聯 清詩紀事 

丁福保 清詩話

郭紹虞 清詩話續編 

朱則杰 清詩選評 

錢仲聯 明清詩精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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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則杰 清詩鑒賞

王鎮遠 清詩選 

吳遁生 清詩選 

王興康 清詩三百首新譯

錢仲聯、錢學曾 清詩三百首

錢仲聯 明清詩選

陳祥耀 清詩精華

錢仲聯 元明清詩鑒賞辭典(清.近代) 

 

 

詩學理論、詩話研究 

作者、編校者 書名 

嚴明 中國詩學與明清詩話 

蔣寅 中國古代文學通論──清代卷 

吳宏一 清代詩話考述

吳宏一 清代詩學初探

吳宏一 清代文學批評論集

王建生 清代詩文理論研究

張健 清代詩学硏究 

張健 明清文學批評 

張健 清代詩話硏究 

王英志 清人詩論研究 

孫立 明末清初詩論研究 

謝國禎 明末清初的學風 

 

詩歌史 

作者、編校者 書名 

霍有明 清代詩歌發展史

劉世南 清詩流派史

嚴迪昌 清詩史 

朱则杰 清詩史 

 

由上列整理可以看出目前書籍的出版對作家作品及流派、詩學理論及詩話的

研究較多，在清代詩歌的主題研究、清詩的內容與內涵、時代特色等方面的研究

較為缺乏。 

碩博士論文的研究方面，筆者檢索國家圖書館全國碩博士論文，鍵入關鍵字

「清詩」後，不分年代，出現的碩博士論文，整理如下列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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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作品研究 

論文年份 作者 論文名稱 

59 邱亮 鄭板橋及其詩

61 王紘久 袁枚詩論研究

68 韓淑玲 龔自珍詩研究

69 鍾慧玲 清代女詩人研究

74 張簡坤明 袁枚與性靈詩論研究

74 黃錦珠 吳梅村敘事詩研究

75 金美亨 鄭板橋詩研究

76 談海珠 顧亭林詩研究

76 施又文 顧亭林之人格及其詩歌風格

76 楊淙銘 石遺室詩話研究 

77 周明儀 趙甌北詩及其詩學研究

77 吳明德 王闓運及其詩研究 

78 張堂錡 黃遵憲及其詩研究 

79 王熙銓 賀裳載酒園詩話研究 

79 魏仲佑 黃遵憲與詩界革命

80 廖素卿 方苞詩文研究

80 吳文雄 龔自珍詩文研究

81 胡倩茹 鄭板橋詩歌研究

81 姜淑敏 黃景仁詩研究 

82 張靜尹 屈翁山忠愛詩研究

83 陳光瑩 吳梅村諷諭詩研究

88 周佩芳 袁枚詩論美學研究

88 簡有儀 蔣士銓及其詩文研究

88 陳俊生 清詩話論陶要籍研究

88 孫佩詩 晚清貴洲詩人鄭珍及其詩研究 

89 陳美朱 明末清初詩詞正變觀研究─以二陳、王、朱（陳子龍、

陳維崧、王士禎、朱彞尊）為對象之考察

89 吳曉佩 薛雪詩學研究──兼論與葉燮、沈德潛詩學理論之關

係

90 陳美娟 吳梅村詩世變書寫之研究

91 盧俊吉 吳梅村詩史研究

91 王鐿容 傳播．聲譽．性別──以袁枚《隨園詩話》為中心的

文化研究

91 陳茹琪 查慎行詩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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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林純禎 袁枚詩中「趣」的研究

92 呂霈霞 龔自珍《己亥雜詩》探索

92 劉韻蘋 龔自珍詩歌研究

92 張雅芳 文學生命的建構---顧太清及其詩詞研究

92 彭貴琳 席佩蘭《長真閣集》研究

92 王英俊 清代李商隱詩學研究

93 張永錦 孫元衡詩探析

93 施幸汝 隨園女弟子研究─清代女詩人群體的初步探討

94 洪唯婷 梅村詩悲痛情感之研究

94 吳姍姍 陳衍詩學研究──兼論晚清同光體

94 譚景方 錢澄之及其詩歌研究

94 李思霈 清代詩話論王維

95 符明娟 施愚山詩學研究 

 

 

流派、群體研究 

論文年份 作者 論文名稱 

74 簡恩定 清初杜詩學研究

81 吳彩娥 清代宋詩學研究

83 龐中柱 晚清宋詩運動研究

90 吳文雄 清代宋詩運動研究

91 廖淑慧 清初唐宋詩之爭研究

92 蔡志超 清代杜詩創作理論研究－－以古文筆法的考察為限

 

 

和四大詩說有關之研究 

論文年份 作者 論文名稱 

67 元鍾禮 明清格調詩說研究

69 吳瑞泉 沈德潛及其格調說

71 易新宙 神韻派詩論之研究

76 吳瑞泉 明清格調詩說研究

77 宋永珠 王漁洋神韻說與李炯菴詩學比較研究

79 王頌梅 明清性靈詩說研究

79 宋如珊 翁方網詩學之研究

84 呂怡菁 解讀與重建王士禎「神韻說」與王國維「境界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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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趙太順 翁方綱研究

89 李致諭 王士禛「神韻說」研究

90 黃繼立 「神韻」詩學譜系研究—以王漁洋為基點的後設考察

90 楊淑玲 翁方綱肌理說研究

90 張靜尹 清代詩學神韻說研究

92 黃婉甄 清代性情詩論研究--以清代四大詩說為主

92 王者馨 神韻詩表現手法特色研究-----以王士禎所選絕句為討論範疇

95 李玉華 明清詩學理論與柳詩的闡釋

96 李志桓 袁枚性靈詩說詮釋

 

 

詩學理論研究 

論文年份 作者 論文名稱 

62 吳宏一 清代詩學研究

64 陳惠豐 葉燮詩論研究

69 馮曼倫 葉燮原詩研究

76 康維訓 方東樹詩論研究 

79 葛惠瑋 《原詩》與《一瓢詩話》之比較研究

80 胡幼峯 錢、馮主導的虞山派詩論研究 

80 金鍾吾 明末清初詩學復古與創新的思維體系

81 郭正宜 方東樹詩學源流及其美感取向 

81 范宜如 錢牧齋詩學觀念之反省 : 以<<列朝詩集小傳>>為探

究中心

83 洪秀萍 清代詩話用事理論研究

84 黃昱凌 趙翼詩論研究

87 陳姿吟 洪北江詩論研究 

87 陳明鎬 清代前期詩歌創作論及其實踐研究

85 陳柏全 清代詩話中格律論研究

88 李興寧 葉燮詩論「正變」觀念之研究

89 吳曉佩 薛雪詩學研究──兼論與葉燮、沈德潛詩學理論之關係

90 江仰婉 明末清初吳中詩學研究----以分解說為中心

92 楊淑華 方東樹《昭昧詹言》及其詩學定位 

92 陳麗純 明末清初性情詩論研究－以陳子龍,錢謙益為考察對

象

92 許蔓玲 錢謙益《列朝詩集》文學史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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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簡文志 葉燮、薛雪與沈德潛詩論研究

94 金華珍 桐城派詩論研究

95 李宜品 清詩話對《詩經》的繼承與發展研究

95 陳幼君 袁枚《續詩品》論詩歌創作

 

 

針對詩歌內容題材研究 

論文年份 作者 論文名稱 

87 黃雅歆 清初山水詩研究

86 黃儀冠 晚明至盛清女性題畫詩研究－以閱讀社群及其自我呈現

為主

89 劉福田 錢曾《牧齋詩註》之史事考察

90 黃俊傑 明清之際詠史詩研究

90 宋景愛 明末清初遺民詩研究

93 王靜新 清人詠藏詩之研究

94 莊淑慧 黃仲則諷喻詩研究 

94 黃琬真 黃仲則山水紀游詩研究

95 毛定然 梅村詩之人物形象研究

95 蔡金璉 明清時代的性詩歌研究

95 林德信 朱彝尊詠史詩研究

 

從上列表格中，可得知目前學界清詩的研究論文中，其焦點多集中在作家作

品的研究，其次為四大詩說、詩學理論、針對詩歌內容題材方面的研究；研究最

少的領域為流派、群體的研究，而作家作品的研究當中又以袁枚的研究為多數。

在清代學問詩方面的研究不多，主要研究焦點集中在提出「學人之詩」的陳衍一

人身上，至於讀書詩方面的研究則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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