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第一章：緒論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杜牧，字牧之，是晚唐重要的詩人之一。杜牧生長在一個相當優良的學術政

治世家，上自西漢，下至唐末，家族裡多是朝廷重要官員，杜牧在家族世風的影

響之下，從小喜好讀書，並能觀察國家、社會的各種弊病缺失，只可惜礙於當時

的「牛李黨爭」1未能真正的得到重用。當時晚唐詩人因朝政衰弱、仕途受阻的

情況下，紛紛隱蔽山林，逃避現實，甚至連詩文都有轉回六朝綺麗華靡的趨向，

此時杜牧卻能憂國憂民，為國勢衰頹而憤悶不已，《唐音癸籤》：「自牧之後，詩

人擅經國譽望者概少，唐人才益寥落不矣。」2史傳上記載亦頗詳切，《新唐書》

稱杜牧「剛直有奇節，不為齷齪小謹，敢論列大事，指陳病利尤切至。……其通

古今，善處成敗」3，可知杜牧的才學、氣節、膽識皆有過人之處，並具以天下

為己任的胸襟抱負。 

在文學表現上最能體現出杜牧的成就要屬他的詩歌了。杜牧的詩歌文采華

茂、內容豐贍，且氣勢豪宕、拗峭俊拔，讀之令人蕩氣迴腸，念念不忘。其不獨

在唐自成一家，號為「小杜」，即便放在整個詩歌史中，杜牧的作品都有一定的

影響力與重要性。陳振孫評論說：「牧才高俊邁不羈。其詩豪而艷，有氣概，非

晚唐人所能及也。」4便是極中肯的褒譽。《新唐書》盛贊杜牧詩「情致豪邁」5，

《藝概》亦稱美杜牧詩「雄姿英發」6可知其詩自有氣概不凡之特點，不同於泛

泛之輩。 

                                                 
1 傅錫壬：《牛李黨爭與唐代文學》：「杜牧雖與牛僧孺、李德裕間，各有恩怨，但事實昭然可稽，

杜牧本身並無參與黨爭之意，但卻受黨爭之害。」 (臺北：東大書局，1984 年)，頁 284。 
2 胡震亨：《唐音癸籤》（臺北：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 年），卷 25，頁 225。 
3 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卷 166〈杜牧傳〉，頁 4665。 
4 陳振孫：《直齋書目解題》卷 16，收於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冊 8（蘇州：江蘇古籍出版

社，1998 年），頁 8181。 
5 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卷 166〈杜牧傳〉，頁 4665。 
6 劉熙載：《藝概》(臺北：廣文書局，1964 年)，卷二，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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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不少人以「風流才子」看待杜牧，而歷代傳說故事7，又多有杜牧恃

才好色，風流倜儻的描述，容易形成對杜牧的誤解與歪曲，他部分有關艷情的詩

句，如「十年一覺揚州夢，贏得青樓薄倖名！」8、「狂風落盡深紅色，綠葉成蔭

子滿枝！」9等，曾被評論家評為「淫媟者，與元、白等耳！」10，這對他是不公

平的，從詩集中來看，他筆下流露的不是狎暱之意，而是真情的表白，而且這類

詩歌畢竟只是少部分，杜牧多數的作品往往傳達他生不逢時、懷才不遇的憂悶，

以及企望被在位者賞識，實現報國救民的願望，把他的詩歌評為淫靡之類，是不

夠公允、周全的。 

杜牧的古體詩、律詩均佳，而最受人們激賞的還是他的七言絕句，其中有不

少膾炙人口的傳世名篇。吳喬《圍爐詩話》謂：「杜牧詩惟絕句最多風韻，餘不

能然。」11沈德潛謂牧之絕句「遠韻遠神」12；《唐音癸籤》云：「絕句本自近體

而意實遠……唐人之所編長獨至……遺響則杜樊川。」13蓋杜牧五言絕句數量不

多，略顯單薄，以上所評論的應是以七言絕句為主。管世銘在〈讀雪山房唐詩凡

例〉中即針對其七言絕句而發：「杜紫微天才橫逸，有太白之風，而時出入夢得，

七言絕句一體，殆尤專長。」14譚黎宗慕謂：「杜牧之詩，雖各體具備，惟辭情

俱勝，多在絕句。……七言絕句一體，殆尤專長。則其絕句之妙，無閒言矣。」
15黎氏對杜牧的七絕倍加推崇，可見一斑。 

劉中和在《唐代文學全集》中說得更明白： 

至於杜牧的詩，他完全學杜甫、韓愈，學杜甫得到深厚的骨質，加上韓

愈強韌的筋腱，他的才華美麗，不及李商隱、溫庭筠，雍容不及許渾，

但風骨韌勁，卻超過三人，一枝獨秀。最特殊的是杜牧的七絕。16 

劉氏認為杜牧的七絕在晚唐華靡之風，一枝獨秀。劉氏接著又說： 

                                                 
7 于鄴：《揚州夢記》，見《叢書集成》(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年)，頁 1-3。 
8 杜牧撰、馮集梧注：《樊川詩集注》（臺北：漢京文化事業，1983 年初版），＜外集＞，頁 369。 
9 杜牧撰、馮集梧注：《樊川詩集注》（臺北：漢京文化事業，1983 年初版），＜外集＞，頁 370。 
10 楊慎：《升庵詩話》，見《叢書集成》（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年），卷 11，頁 147。 
11 吳喬：《圍爐詩話》(臺北：廣文書局，1973 年初版)，頁 255。 
12 沈德潛：《唐詩別裁》（香港：商務書局，1961 年），卷 20，頁 137。 
13 胡震亨著：《唐音癸籤》(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 年初版)，卷 10，頁 100。 
14 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凡例》，見《韞山堂文集》(臺北：石門出版社，1976 年)，頁 25。 
15 譚黎宗慕：《杜牧研究資料彙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 年），頁 225。 
16 劉中和：《唐代文學全集》，見《杜牧傳記資料》(臺北：天一出版社，1982 年)，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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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七絕，以李白、王昌齡高響入雲，為千古詩壇絕唱，後此則極少以

七絕特擅優勝的，惟有晚唐杜牧的七絕，雖不能如李、王的高響入雲，

卻在風流蘊藉、瀟灑雋永方面，自起詩壇另一高峰，迥非其他詩人所能

企及。17 

劉氏在這段話中，清楚的指出杜牧的七絕在晚唐之中，堪稱詩壇「大家」。 

另外，陳羽軍〈晚唐詩人杜牧〉也說： 

在晚唐詩人中能媲美杜工部的，恐怕舍牧之莫屬了。集中今體為多，律

詩以七律為最好，……但仍以絕句為佳，五絕少，七絕最多，……絕句

的特色，率多運用鋪排含蓄的手法，表現出自然而餘意深長的優點。絕

句的造詣，到了杜牧，可以說是後繼無人而嘆為觀止。18 

陳氏極嘉許杜牧的絕句造詣，尤其特別指明其七絕詩作： 

七絕尤其是他的拿手好戲，不僅是同時代的詩人無出其右，就是如盛唐

最擅長的七絕李白、王昌齡比較，也實在難分軒輊啊！而杜牧在詩壇上

最大的成就，也是在七絕這方面，他的七絕可以說首首皆精，幾乎都是

值得一讀的傑作。19 

杜牧在七言絕句上的成就，誠如劉氏、陳氏等所言。因此，筆者試圖將杜牧

的七言絕句詩作進一步分析，冀望能從其豐富的內容、多變的形式中探究出杜牧

七言絕句詩的主題內涵與藝術美感，並給予適切的評價與定位。 

                                                 
17 劉中和：《唐代文學全集》，見《杜牧傳記資料》(臺北：天一出版社，1982 年)，頁 89。 
18 陳羽軍：＜晚唐詩人杜牧＞見《暢流》(臺北：暢流出版委員會編)，35 卷，12 期，頁 4-6。 
19 陳羽軍：＜晚唐詩人杜牧＞見《暢流》(臺北：暢流出版委員會編)，35 卷，12 期，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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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範圍與方法 

杜牧詩文今傳有《樊川文集》二十卷，由其外甥裴延翰編纂而成，其中有詩

四卷，是為正集，另有後人蒐編之補遺、外集、別集各一卷。其中正集共收七絕

八十七首，補遺中有四首，外集六十九首，別集二十七首，加上遺收詩補錄中的

三首與《千家詩》所收之〈清明〉一首，總計一百九十三首，幾佔杜牧全部詩作

（約四百七十餘首）的三分之一。惟除正集中所收詩作較為可靠，其餘多有重出

舛誤的現象20，前人的考據研究多有所見，可資參考21。本論文主要在論析杜牧

七言絕句的形式結構與內涵意境，並參酌杜牧所處時代背景與其生平等外緣資

料，藉以進一步瞭解詩人的情性，不涉及版本、校讎、考據等方面的專門討論。

杜牧詩作各體皆備，本論文雖以研究七言絕句為主，但其論述必要時亦會引用其

他詩體作為輔證，以彰顯七言絕句之特色。文中舉論之詩，以清人馮集梧《樊川

詩集注》22為本，惟正集中詩作若有文字異同者，則悉依《樊川文集》23為準。 

至於研究文學作品的方法，不外乎從文學作品的「外緣」與「內因」兩種途

徑去著手。前一種研究方式把重點放在作者生平與時代背景上；後一種研究方式

則把重心放在作品的形式技巧與內容思想上。「內因」讓人明白這是「怎樣」的

一部作品，而「外緣」讓人明白這部作品「為何」是這樣的一部作品。這兩種研

究都各有其價值，不可偏廢。換句話說，由「內因」途徑去探討作品，可以掌握

作品自身的整體結構以及內涵思想之美；由「外緣」因素去看待作品，則能獲知

作品在橫向的時代背景下與同時期的詩人有何異同，從而察見詩人在文學發展

上、文體流變中的意義與價值。 

本篇論文的研究方法，正是試著由「外緣」與「內因」途徑，研究杜牧七言

絕句詩，以期能完整周全地評價杜牧七言絕句詩的價值。第二章是由「外緣」因

                                                 
20 譚黎宗慕：《杜牧研究資料彙編》：「南宋˙陸遊即云：『唐人詩文，近多刊本，亦多經校讎，

唯牧之集誤謬特甚。』」（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 年），頁 567。 
21 陳修武：〈全唐詩杜牧許渾二家集互見詩篇考〉，《書目季刊》，2 卷 2 期；張金海：〈樊川詩真

偽訂補〉，《武漢大學學報》（1982 年 2 期）；吳在慶：〈杜牧疑偽詩考辨〉，《中華文史論叢》（1985
年，第 1 輯）；胡可先：〈杜牧詩真偽考〉，收入胡氏著：《杜牧研究叢稿》（北京：人民文學出版

社，1993 年）。 
22 杜牧撰、溤集梧注：《樊川詩集注》(臺北：漢京文化事業，1983 年)。 
23 杜牧撰：《樊川文集》(臺北：漢京文化事業，2004 年初版)。 



 

 5

素來對杜牧的生平概況作一個全面的了解，以透視詩人的內心世界與生命性格。

詩歌作為詩人表情達意、傳遞心曲的手段，自不可能與作者個人遭際完全割裂、

獨立出來，是以杜牧的生活經歷、思想性格必然影響著創作上詩情、詩意的展現。

故方法上，筆者從「知人論世」的觀點出發，首先進行生平概況研究，考察足以

影響杜牧詩歌創作直接或間接的因素。第三章至第五章則是由「內因」途徑來探

究杜牧七言絕句的形式與內涵。在此部分筆者擬從審美心理的角度切入，聯繫詩

人生命情境的觀照，彰顯詩人用心經營的藝術成就。 

第三章研究杜牧七言絕句的形式結構，第四章研究七言絕句的主題內涵及其

題材表現分，此兩章兼採「分類法」與「分析法」，將章節用分類的方式，進行

系統的整理，以利分析研究，並做出預期成果。 

第五章探討七言絕句的審美意象與藝術風格。審美意象部分，筆者發現詩人常透

過移情作用來營造意象，故而以「移情法」來解釋其審美現象，分析作者如何通

過人格化的比喻及象徵，把自身感情移入創造對象，達到物我合一的境界。至於

藝術風格則是七絕詩整體的展現，筆者歸納其形式、內涵的特色，作一綜合性的

論述與闡發。最後是結論，總結杜牧七絕詩歌藝術成就與文學地位。 

 

第三節：研究文獻與回顧 

關於杜牧其人與其詩文的研究著作，頗稱豐富。無論對杜牧的家世、一生的

遭遇、交往的對象、宦途的起伏，亦或杜牧詩文的創作觀、美學觀、價值論、比

較論等，臺灣與中國大陸的學者不斷有見解精闢的論述提出。筆者回顧前人的研

究成果，試將目前的研究文獻分為以下幾個部分陳述： 

一、杜牧其人的探討： 

關於杜牧生平的傳記著述，用力最深的有繆鉞的《杜牧傳》24、《杜牧年譜》

                                                 
24 繆鉞：《杜牧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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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繆氏之作是有志於研究杜牧者，必先拜讀的入門書籍之一。繆氏在敘述杜牧

生平時，著重他的政治見解、思想內容、文學創作以及交遊的情況等等，文字簡

潔流暢，此書既有歷史考實，又具有文學情趣，比較全面涵蓋杜牧的生平概況、

時代背景以及詩文創作的歷程。此外，張再富的〈杜牧之年譜〉26，對杜牧的生

平事蹟與詩作寫成年代有詳實的紀錄。顏崑陽的《杜牧》27，則是詳採史書的傳

志記載及相關的古籍論述，所融會編寫而成的杜牧資料與傳記。吳洙亨的《杜牧

之研究》28是僅就杜牧其人所作的研究，欲求全面了解杜牧其人其事，這是一本

可資研讀的學位論文。至於王景霓《杜牧及其作品》29則分兩大部分來探析，第

一部分是杜牧評傳，第二部分是杜牧作品選注，此書對杜牧生平、仕宦經歷、詩

文特色、選注作品等，敘述簡明易懂。以上諸作均與杜牧的生命歷程及其詩作表

現有關，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二、杜牧詩文的探討： 

歷來研究杜牧詩文的人頗多，如邱柳漫撰《杜牧生平及其詩之析論》30，分

析杜牧生平並對其詩作進行整體的評析，其＜餘論＞章節中對杜牧詩境界分析有

獨到的見解與眼光；徐錫國撰《杜牧詩研究》31，分析杜牧詩的寫作技巧與特色，

對於杜牧的意象分析，以繪畫性的角度切入，分從語法、色彩、麗藻、典故、語

義類型等面向進行探究，詳實豐贍；王西平、高雲光撰《杜牧詩美探索》32，將

杜牧詩歌特質、修辭、風格等，作了說明與論述，提供研究杜牧詩歌的美學的重

要參考方向，而且在書後附一九八五至一九九 0 年的杜牧研究論文索引，提供很

多大陸研究杜牧的現況與資料。另外，近年來中國大陸各校學報、或研討論文集，

對於杜牧的詩文內涵，頗多詳盡的論述。 

鄭文惠《杜牧詩選》33一書選注了一百七十一首詩，書前有杜牧其人其詩的

導讀，詩前有題旨，解析詩的寫作背景，章法形構、情感意蘊、藝術美感及詩史

價值等；注則兼及典故來歷、語義指涉、詩境與意構等；詩後附有歷來重要詩評，

是一本注解得十分精要的詩選。在散文論著方面：呂武志撰《杜牧散文研究》34

介紹杜牧散文的淵源、體裁、風格、思想及藝術特色等，是研究杜牧散文的佳作，

                                                 
25 繆鉞：《杜牧年譜》（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 年）。 
26 張再富：〈杜牧之年譜〉，《中華學苑》（1971 年）。 
27 顏昆陽：《杜牧》（臺北：國家出版社，1990 年）。 
28 吳洙亨：《杜牧之研究》(臺大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4 年)。 
29 王景霓：《杜牧及其作品》(北京：時代文藝出版社，1985 年)。 
30 邱柳漫：《杜牧生平及其詩之析論》（臺大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74 年）。 
31 徐鍚國：《杜牧詩研究》（東海大學中研所碩士論文，1984 年）。 
32 王西平、高雲光：《杜牧詩美探索》（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 
33 鄭文惠：《杜牧詩選》（臺北：五南圖書公司，1990 年初版）。 
34 呂武志：《杜牧散文研究》（臺灣師範大學國研所博士論文，19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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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點精闢，闡述平實。 

三、特定類型範圍的詩歌研究： 

近期的論文趨向於特定類型範圍的研究，如李美玲《樊川詩的詞彙和語法--

從語言風格學探索》35，分析了杜牧詩在重疊詩、數量詞、色彩詞、功能詞、典

故的使用狀況，以考察出杜牧詩的語言風格，在研究的角度上新穎創新。張雅惠

《杜牧詩用典研究》36、周宜梅《杜牧詠史詩研究》37二文則偏重於用典及詠史

方面的論述。許惠華《杜牧詩藝術情境之研究》38一文分析杜牧詩的情境藝術，

主要在於色彩美、時空感及情感美。曾宗宇《杜牧詩中唐代之「女性形象」研究》
39，從杜牧詩切入來探討唐代的「女性形象」。簡麗珍《杜牧七言絕句析論》40分

析杜牧七言絕句的內容與意涵及七絕的意象與句法，在思想方面提到其仕隱的矛

盾，及一些政治思想；楊靜芬《杜牧近體詩研究》41著重在探討杜牧近體詩的形

式、寫作技巧，分為議論說理、自然景物、敘事言情等方面，並詳析近體詩之內

容。鄭文惠＜杜牧詠史詩之時空結構--以時間空間化為論述主軸＞42一文從杜牧

詠史詩之時空結構，探究其時間空間化之形式結構及其形式結構背後所蘊涵之情

感色彩與理性精神，並釐析其美感特質與文化意義。 

四、考證方面： 

譚黎宗慕所編纂的《杜牧研究資料彙編》43，是從事杜牧研究者所不可不參

考的書籍。譚氏此作，將歷代史籍、文人或詩話中對於杜牧之生平、詩、文、賦

等的評論彙合編集起來，共搜羅了一千五百多條的資料，引用了七百多種的書

籍、五百餘位的作家。以繫年的方式，將資料歸類於十一大項之下，有助於杜牧

的研究、考據。再則關於杜牧《樊川文集》中的詩歌真偽的考證問題，自宋以降

                                                 
35 李美玲：《樊川詩的詞彙和語法--從語言風格學探索》（中興大學中研所碩士論文，2001 年）。 
36 張雅惠：《杜牧詩用典研究》（臺灣師範大學國研所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04 年）。 
37 周宜梅：《杜牧詠史詩研究》，（臺灣師範大學國研所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04 年）。 
38 許惠華：《杜牧詩藝術情境之研究》（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年）。 
39 曾宗宇：《杜牧詩中唐代之「女性形象」研究》（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年）。 
40 簡麗珍：《杜牧七言絕句析論》（臺大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年）。 
41 楊靜芬：《杜牧近體詩研究》（中興大學中研所碩士論文，2000 年）。 
42 鄭文惠：＜杜牧詠史詩之時空結構--以時間空間化為論述主軸＞，《政大中文學報 》第 1 期

（2004 年 6 月），頁 149-192。 
43 譚黎宗慕：《杜牧研究資料彙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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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歷代學者迭有論述。近人張金海〈樊川詩真偽考訂〉44、吳在慶〈杜牧疑偽詩

考辨〉45，則對宋人所收羅的杜牧遺詩，作了一詳細的考證與辨偽。陳美霞＜杜

牧詩韻考＞46將杜牧詩用韻情形作分析歸納。胡可先的《杜牧研究叢稿》47則繼

往開來，站在前人基礎上，對於＜樊川外集＞、＜樊川別集＞、＜樊川詩補遺＞、

＜樊川集遺收詩補錄＞等，做更進一步的辨證、考訂，並分為十三個專題進行研

究，在傳統考證方面著力很深，包括杜牧交遊考、詩文人名考、詩文編年、詩真

偽考等考證，提供可靠詳實的考證資料。 

以上所列的文獻研究，雖有一些探討杜牧七絕的散篇短論以及學位論文，但

仍缺少完整而深入的論述，故筆者擬從前人的研究成果出發，並試著提出自己的

看法，以期對杜牧七絕的研究有更進一層的探究。如邱柳漫《杜牧生平及其詩之

析論》以及徐錫國《杜牧詩研究》兩本論文，對杜牧的生平及時代背景介紹頗為

詳盡，給筆者提供了解杜牧其人其事的可貴資料，但筆者除參看前者所論之外，

亦多所參閱繆鉞先生的力作＜杜牧研究＞48，使能更快而全面掌握杜牧的基本資

料。至於詩作的分析，邱、徐二人均著重於杜牧全部詩作，並未突顯其七絕詩作

的傑出表現，尤其邱文以詩的體裁分類來作分析，論述中七絕部分僅止於泛論，

沒有較深入的探討，頗為可惜。筆者則是從形式結構及主題內涵兩方面，由外而

內的將杜牧七絕的形式美感、內容意蘊作更進一步的闡發。 

另外楊靜芬《杜牧近體詩研究》以及簡麗珍《杜牧七言絕句析論》，對杜牧

詩的探究，用較新的觀察視野來呈現，給筆者很多的啟發。楊文主要側重近體詩

的形式與內容探析，其形式探究有數字、色彩、修辭句法等方面，而內容探析則

分成愛國詠史詩、山水景物詩、抒情酬贈詩以及各類意象等面向，對杜牧近體詩

的研究提供很好的路徑。簡文亦是以七絕為研究的主要範圍，分析其句法節奏及

靜態與動態意象。至於內容意涵則從成仕隱矛盾、青春眷愛、歷史詠嘆、自然感

發等類別加以論述。此外，並從意境、語言的表現分析杜牧七絕的承繼與新變，

論述大致切要、深入。 

筆者從楊、簡二文對杜牧近體詩及七絕意象的分析中，得到了一些啟發，但

是二人在七絕的形式探究方面，並未有全面性的探究，簡文沒有提及用典、用韻，

且數字、色彩、句法等限於篇幅未能深入分析。而楊文則偏向近體詩的整體論述，

                                                 
44 張金海：＜樊川詩真偽訂補＞，《武漢大學學報》(1982 年第 2 期)。 
45 吳在慶：＜杜牧疑偽詩考辨＞，《中華文史論叢》(1985 年第 1 輯)。 
46 陳美霞＜杜牧詩韻考＞，《輔大中研所學刊》(1995 年 3 月)。 
47 胡可先：《杜牧研究叢稿》（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 年）。 
48 繆鉞：《繆鉞全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 年)，第 5 卷＜杜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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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絕只是其中所論之一，故未能突顯杜牧七絕的獨特性。筆者汲取前人精華，擬

從更宏觀的角度切入：形式結構方面從色彩、數字、用典、句法、平仄、用韻作

全面、周延的分析；主題內涵部分，分從個人情志與家國理想、詠史懷古、女性

形象與女性命運、思鄉送別、傷春悲秋與即景詠物等面向來探討，以彰顯杜牧七

絕主題內涵及其題材表現的獨特意蘊。最後就其審美意象與藝術風格，簡潔的提

出筆者的主要看法。 

杜牧詩歌特定類型範圍的研究，尚有張雅惠《杜牧詩用典研究》、周宜梅《杜

牧詠史詩研究》、許惠華《杜牧詩藝術情境之研究》，以及曾宗宇《杜牧詩中唐代

之「女性形象」研究》等論文。筆者論述時，多有參酌引用，但是以上各論文均

以杜牧全部詩作為範圍，無法清楚的窺探杜牧七絕的特色與成就，故筆者的論述

即從前人研究的成果出發，再加入個人研究的觀點與分析，嘗試對杜牧七言絕句

的研究有更深入、更全面的闡發，以為往後杜牧詩文研究盡一己綿薄之力。 

 

五、論文架構與綱要 

第一章緒論，概述本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說明本研究的必要性及其預期成

果。接著限定研究範圍並說明研究方法，以及回溯文獻整理以及歷年研究成果。 

第二章杜牧的生平與概況，本章屬於傳記的研究。先分析杜牧的家學淵源、

交遊情況，以掌握其創作背景及詩文寫作的相關訊息。另外藉由杜牧的人生歷程

來側看其詩歌的文學風貌與藝術成就。 

第三章杜牧七言絕句的形式結構，本章論述杜牧七言絕句的形式結構，分從

色彩、數字量詞、用典、句法節奏以及平仄與押韻上來分析。杜牧七絕運用顏色

詞，特色是趨於自然明亮，好用貼近大自然的本色來表現詩情，因此詩中的色彩

詞會跟著詩的主題、內容和詩境而有所不同。杜牧好以數字入詩，形成杜牧詩歌

的一大特色。杜牧以數字入詩，不會有堆疊、呆板之弊，手法十分高明、自然得

宜，並且把詩人內心的情緒精當的表現出來。用典方面分從用典的出處與效用、

用典的方式與技巧以及用典的意涵與特色等面向，探討七絕詩中用典的妙處，並

藉由作者在詩歌中所呈現的用典情況，使我們更深入了解作者本身性格和內心世

界。句法的節奏的特色有：多用散文句法、問句、倒裝句的變化、常用疊字、複

字等。平仄與押韻方面，杜牧七絕大多遵守一般的平仄格律，但其聲調節奏之所



 

 10

以跌宕有味，殊勝凡手者，即在於杜牧並不一味墨守、遷就格律，而能靈活佈置

句法，甚且大膽地突破固定格律的限制，積極地運用拗字拗句造成迥乎常格的聲

音律度，以不諧於常格的聲調引起注意或作為提示，配合詩意詩境，塑造更具整

體結構性的聲律效果。 

第四章杜牧七言絕句的主題內涵及其題材表現，本章分從個人情志與家國理

想、詠史懷古、女性形象與女性命運、思鄉送別、傷春悲秋與即景詠物等面向來

探析。杜牧是個感情豐富的詩人，置身晚唐紛擾的時代，社會種種不公平現象他

都能勇敢面對，藉詩作表達心中的不滿，同時抒發一己懷才不遇的感傷。杜牧的

詠史懷古七絕數量雖不多，歷來卻備受注目，為杜牧七絕極具特色的一環，尤其

詠史七絕，被譽為「二十八字史論」，具有鮮明的史論精神。杜牧的宮怨七絕也

是頗受矚目，其對深宮怨婦、白頭宮女等社會體制下的弱勢女性，能感同身受的

發出不平之鳴。因此杜牧書寫女性形象及其命運時，往往呈現一種高度的人性關

懷。杜牧另外還有些思鄉、送別之作，有的直抒離情，有的則另寓寄託。杜牧的

傷春、悲秋之作，真情流露，詩人表達這份傷懷感慨時，往往是於美麗曠淡中寓

含哀愁惆悵，情意的感慨處仍見俊爽氣度，在在呈現出獨特的風姿。杜牧還有一

些形象鮮明的詠物詩，在詩人模擬物象時，神態畢現，都能給予物象新生命。杜

牧七絕於抒情之外，更嘗試作知性議論，因此，體悟杜牧七絕的意境，抉發含蘊

其中的才性情思，不僅可使我們察悉杜牧與外在世界的互動關係，亦能管窺燭照

詩人的內心世界。                                                                    

 

第五章杜牧七言絕句的審美意象與藝術風格，杜牧為唐代詩壇的大家，他對

意象的鋪排高妙超絕，分從時空意象、季節意象、自然意象、酒意象等意涵來分

析。當我們通過對詩人作品的意象分析，可以從中歸納詩人鎔鑄意象的藝術手

法，更可以對詩人的知覺想像與思想情感作進一步的認識，這對對探究詩人內在

心靈與詩作藝術表現而言，無疑是一舉兩得的最佳進路。杜牧詠史七絕深具藝術

特色，詩人或借用史實以評論得失，或選用歷史人物褒貶其功過，或直接議論，

表現愛惡；或將議論化於形象之中，凝鍊含蓄，精警工切，具有鮮明的「史論精

神」。杜牧七絕形塑出俊爽明快與含蓄蘊藉的風格，時而分明、時而融合，在一

首短短四句的小詩中，極大限度地擴展它的容量，使本來枯燥無味的議論，具有

了充分而生動的形象性，同時也體現了杜牧絕句的藝術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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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結論，經過前五章的歸納討論，可以發現晚唐詩歌在政治、社會、文

化的大背景下，趨向輕佻濃豔、內斂苦吟、詩情禪意的抒情走向，杜牧詩歌既不

自外於時代潮流，卻又能獨樹一格，兼重情性的流注與知性的內省，發展出獨具

特色的七言絕句詩體。本章是統合前面論述的研究成果，並試圖從開創的角度評

定杜牧七言絕句詩的輝煌成就與藝術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