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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論 

本章首先整理本文之研究成果，分別陳述歐陽脩詩詞比較結果，檢視歐陽脩詩詞內

容、風格形成原因，及對歐陽脩詩詞再評價，其次陳述研究展望作為後續研究者之參考。 

第一節 研究成果 

一、歐陽脩詩詞比較總結 

（一）詩詞相通處 

1.主題相通處：主體形象的突出 

本論文從主題比較歐陽脩的詩詞，發現歐詩與歐詞在主體形象的突出方面表現出深

刻的關係。 

一個作家的不同作品固然會呈現多種風貌，但一個人的生命情調也應有其一致性，

歐陽脩在詩中所表露的情懷種類非常多樣，顯見其「多情」的性格；至於詞更適合用來

抒情，雖然歐公以遊戲之筆為之，但正是這樣輕鬆的書寫心態讓我們得以窺見其人不經

意流洩其中的學養襟抱和幽約情思。 
羅泌在《近體樂府．跋》說：「公性至剛，與物有情」238，確實為我們點出了歐陽

脩性格中極深層的特質，而這項特質在其詩與詞的表現都極鮮明。歐詞中諸如「人生自

是有情癡」（〈玉樓春〉）、「自是情多無處足」（〈玉樓春〉）之類的表達，在歐詩中也同樣

得到鮮明的體現：「情之所鍾況吾曹」（〈綠竹堂獨飲〉），這種多情形象既適應了詞體的

特點，也體現了作者的鮮明個性。 
歐陽脩因為多情，所以在詩中展現他對親情、友誼的重視，在詞中不但看到他對友

情、愛情的重視，更可看出其情感的細膩度和深刻程度，而且歐詞有部分與其生活經歷

發生緊密聯繫，直接以男性的抒情口吻來表達，更容易傳遞出個人獨特的性格。歐陽脩

的多情，並非全是針對男女之情而發，而是泛化為「與物有情」，發展為一種深沉的人

生感慨，即歐陽脩自謂「人生自是有情癡，此恨不關風與月」（〈玉樓春〉）。用詞來寫人

生感慨，其實就是詞的詩化，歐詞在這方面體現出與歐詩深刻的相通。 
人生反思在歐陽脩詩和詞中都常見，在日常生活中發現人生哲理，把宋詩好議論、

尚意趣的特點引入詞中者，以蘇詞體現得最為明顯，而在歐陽脩的詞中已出現端倪。相

對於以往的詞人而言，歐詞的主體性中突出了理性的成分，故其雖有憂患意識仍不失曠

達樂觀的精神，但這種曠達樂觀又與一般的及時行樂不同，而是與人生反思、人生哲理

相結合，然後再通過寄情山水的方式來實現。歐詞既不像馮延巳詞那樣纏綿悱惻而不能

解脫，也不像花間詞那樣耽於享樂、縱情聲色，而是在憂患中寄情山水尋求解脫，頗有

曠達樂觀的情懷，體現了宋代士大夫特有的精神風貌。在這種理性克制之下，歐陽脩得

                                                 
238 羅泌：〈歐陽文忠公近體樂府跋〉，轉引自黃畬：《歐陽脩詞箋注》（臺北：臺灣中華書局，1986 年），

頁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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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顛覆了傳統貶謫文學及詞學傳統中哀傷至極的調性，注入更多生命活力，盡情享受每

一段生命經歷美好的部分，傳達他「無憾」的人生觀。 

文人在詩文創作中十分注重表達自身的情感、塑造自我形象，而詞一開始並不重視

主體形象的塑造，歐詞則塑造出一個鮮明的個性。概括來說，他塑造出一個風流多情而

曠達的主體形象，這是晚唐五代詞中未曾出現，而為宋詞創造出的新的主體形象，具有

宋代士大夫鮮明的時代特色。 

2.意象相通處：出現共同意象 

我們對歐陽脩的詩詞意象進行分析，發現其中有不少共同的意象。 
他對過往的追憶經常使用洛陽意象，他對隱遁心懷的表述經常以潁州西湖及山林花

鳥來象徵等。在洛陽意象中，洛陽牡丹象徵其不返的盛年，洛陽故人更象徵不可逆轉的

人生。而潁州情結則見證他一生宦海浮沉，未能實現其政治抱負，轉而寄情山水，歸隱

田園的心靈寫照。潁州意象指涉的意涵，就是單純、寧靜、安詳、美好的晚年落腳處，

因此在歐陽脩的詩詞之中，潁州就幾乎是歸隱的代名詞。詩詞中的山林花卉和飛鳥意象

較突出地表現他對自然的深情以及歸隱山林與魚鳥為伴的想法。酒在歐陽脩生命中扮演

的角色大致可分為三種，綜觀歐陽脩的一生，不同的人生階段，酒扮演不同的角色，似

乎只有酒才真正是他終身不離不棄的摯友。意象之意，是詩人主觀情意，歐陽脩詩詞在

以上這些意象上呈現相當的一致性，這種一致體現了北宋前期某些詩詞意境相似的重要

原因，更能幫助我們進一步掌握歐陽脩這個作家整體的精神風貌：與物多情的性格是貫

串其詩詞作品的本質。 

3.章法相通處：善用層遞結構深化情感 

我們從章法比較歐詩與歐詞，發現出自同一作家之手的詩歌，確實能找到足以代表

此作家獨特風格的共同點，歐陽脩在謀篇方面擅長運用層層遞進深化情感的章法結構是

詩詞皆然，歐詩與歐詞追求境界深遠的方式並不從字詞下手，而從其他如映襯修辭、如

章法層遞安排來達成，因此看似無意，其中確有深意，這種藝術手法的精深琢磨對後世

作家的影響頗為深遠。 

4. 修辭相通處：平淡意遠的文字風格 

追求平淡而意遠的境界，有別於五代濃豔風格，也是歐陽脩詩詞在形式上的共同特

色，其實這也是有宋一代藝術家逐漸形成的一種共識。表現在詩詞中即是不用艱深晦澀

或過度華麗的字詞，改用樸實清新情調的字詞。歐詩極少堆金疊翠，常用青白色調；歐

詞多用口語白話，著重描摩人物心理而非外型飾品，又化古人典故如己出，將古人深意

錘煉成簡練而精確的白話，因此即使字面看似平淡，讀之卻如橄欖越咀嚼越覺有味。雖

然歐陽脩視詞為遣興娛賓的小道，並未如他在詩文方面發表過自己的創作理念，但我們

卻可從他實際創作的作品色得知：他在詞的創作上同樣是追求平淡意遠的文字風格。 

（二）詩詞相異處 

1.主題相異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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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比較歐陽脩詩詞的主題可以發現詩詞異趣又互補的現象，「愛情主題」和「表

現自我」是詞的主要內容，展現人們深層細膩的內心世界，肯定人的生命價值。詩作較

之詞作更為適用於高雅莊重的場所，相對來說，詩顯而詞隱，詩直而詞婉，兩者在感情

上的自然明朗和精美幽深之別，明白可辨。 

（1）主題比重不同 

歐詩與歐詞在主題的相異處最明顯的就是各類主題比重不同，而不同主題的選擇原

因牽涉詩詞這兩種文體體性的偏好，詩適合處理較複雜的「面」，詞則較擅長處理幽深

的「點」。歐詩反映士大夫及官僚階層的正統思想與觀念，凡立言立志、政治抱負、國

計民生等嚴肅、正統、重大等主旨主要用詩表現，而詩中的親情、愛情等屬於較私領域

的情感主題比重就很少；歐詞則偏重於男女情感、人生感慨及宴飲閒適等，偏向個人內

在情思、慾望的追求。 

（2）書寫愛情主題的細膩度不同 

我們比較歐陽脩詩詞都有的愛情主題發現，愛情主題在詩詞中不僅比重不同，書寫

的細膩度也迥異。歐詩中對女性外在形象的勾勒極少而且無關情愛，至於女性情懷的述

寫，目的仍是教忠教孝。歐詞則對女性心理表現得極精微，而且致力於營造感人的詞境

氛圍。歐陽脩在詩中會讓我們看到他的痛苦，但隨即就將情感收回來，用理智強制化解

情緒，在詞中就一任情感奔流，絲毫不加節制，因為在詞中，有代言體的保護作用，歐

陽脩不必顧慮禮教的束縛和對象的觀感，可以將心中澎湃的熱情傾瀉而出，將滿腔的柔

情挖掘得極為深刻。歐陽脩寫詩時必須維持詩言志、文載道的矜持，寫詞則在遊戲筆墨

中流露一份更真的自我本質。 
相較於詩，詞的意境具有「狹而深」、「狹而細」的特色，詞往內挖掘多於往外探索，

不是「面」的開展，而是「點」的深入，抓住一點，描之繪之，渲之染之，層層深入，

就此而言，詞的書寫心曲意味著文學的進步。239 

（3）人生感慨主題呈現的情調不同    

歐詩經常感慨人生容易衰老，流露的是詩人的時空憂患意識；而歐詞則經常通過對

如花景物、飲酒樂事、蕭散空閒生活的描寫，刻畫出一個讓人賞心悅目的生活場景，激

發人們對這種世俗生活的渴望，詞中透露的是一種熱愛、留戀、醉心於世俗生活的愉快

心態。填詞對於承受現實危機與理性禁錮的宋代文人來說，毋寧是一種透過「遊戲」而

進行的自我解放儀式，藉以象徵性地暫離現實或釋放其感性靈魂。 
感慨身世的詩作中，我們發現歐陽脩面對政治上的挫敗，一向是堅強而豁達，容或

有一時的消沉，但絕不沉溺於自憐自艾的哀傷之中，而歐詞則是反覆慨嘆那十年風波

險，經歷過人生的滄桑讓他更亟欲把握僅有且短暫的時光追求歡樂，因此在詩表達退隱

的渴望，在詞則展現為大量的、更積極地珍惜春光、珍惜重逢、珍惜賞歌暢飲的機會，

為自己留下一個無憾的人生。 

                                                 
239 黃雅莉《詞情的饗宴》，臺北：文津出版社，2003 年 3 月，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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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意象相異處：詩豐富，詞細膩 

歐陽脩詩詞有許多共通意象的意涵相當一致，由此可證明北宋前期詩詞互動的現象

確實存在，但不容否認的是詩詞意象仍存在著許多歧異性，所以才造就風格的差異。 
有些意象在詩中呈現較豐富的意涵，例如：洛陽在詩中是較複雜的情感象徵，在詞

中則簡化為或說是聚焦為對盛年的緬懷。山意象、菊意象、鷺意象和酒意象也是在詩中

的意涵比詞中豐富。 
有些意象則是在詞中得到較多的關注及具體的形容，如：潁州在詩中多是概念化的

隱居的代名詞，在詞中則較多具體的形容。蓮意象、燕意象的經營也是詞比詩來得細膩

而突出。 
而且當歐陽脩創作詞的時候，會以詞人對詞體體性的一種慣性理解，使他在詞中有

意識地以兩性思致構築詞中意象，因此在意象的經營上顯得格外纖細柔媚，因此予人韻

味深長的印象。 

3.章法相異處：開頭和結尾 

歐詩開頭喜用寫景，歐詞起拍則多用敘事句或描寫動態景物，歐詩的開場往往用兩

句詩揮灑一幅寬闊的壯麗山水，歐詞則以敘事句交代背景開頭居多，即使以景開頭也往

往聚焦於一個較小的範圍，以細筆描摹景物的動態表現，對極細微的變化投入極大的關

注，取景的不同應與詩詞追求的趣味不同有關。 
歐詩近體的部分往往以景收束，達到情韻悠然、裊裊不絕的效果，歐詞則受限於詞

體上片寫景下片抒情的結構傳統，因此仍以情結尾者居多，不過至少能和古詩一樣做到

呼應開頭、收束全文，至於少數進步到以景結情的作品，同時又能情景交融，應是向詩

的創作經驗學習的結果。 

4.修辭相異處：詩莊詞媚 

詩詞在體制規定和意趣要求不同，所謂「詩莊詞媚」，這些相異處往往只是程度上

的差異，而詩詞情趣的差別也就是在這些細微處去品味、分辨。例如：歐詩色調顯得較

清淡，歐詞則較鮮艷，這可能是因為詞多作於酒宴之間如實記錄席間所見景象，也因為

詞在當時仍是酒席文學，一則須貼近歌女的生活，歌者才能詮釋得好，一則須在歌女一

唱出口的同時就能感動人心，所以感官刺激必須較為強烈，因此選用較搶眼的豔麗色

調。詩較詞穩重，詞較詩靈活，詞作更注意應用虛字、鋪排、烘托等表現形式；詩作取

景較闊大，詞作取景向著細小、細緻發展。 
 
 
由此，我們足以證明歐詩、歐詞在表現情感的主題上並非截然不同，有許多足以傳

達創作者主體情性的地方等待讀者挖掘，而歐詩與歐詞表現手法上的共通性，更可證明

歐陽脩有其身為作家的創作慣性，研究詩詞意象的共同意涵，幫助我們能更深刻地探索

歐陽脩的精神世界。至於歐陽脩詩詞的相異處，則體現了詩和詞作為不同文類的體性要

求，如何影響及規範作家的創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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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歐陽脩詩詞內容、風格形成原因的檢視 

（一）個人因素：文學觀 

歐陽脩詩詞在題材、風格、女性情感等方面的不同，因素之一應是抒寫期待，包括

當時社會及他自己的，歐陽脩有文體分工的觀念，作文必須反映現實針砭時弊，為當時

的政治改革服務，詩歌則具有美刺的功能，而詞則是聊佐清歡的應歌之作。因此歐陽脩

對其詩詞的書寫期待是有分別的，詞只是宴席文學、小道，是和歌女傳唱的輕鬆小調，

自然不需改革，就是應該要寫得軟媚；而詩作為言志的文學有其需肩負的重責大任──

傳承儒家文化、道統，因此嚴肅的家國情懷訴之詩而不訴諸詞，然而私人情誼的交流則

逐漸以詞來表現，因此關於生命的感覺哲思、個人的愛情觀、友誼唱和等就侵入詞的領

域。歐陽脩寫詩是有意識在推動某路線，因此理智安排主題邏輯、寫作技巧，包含選字、

選韻的痕跡明顯，只是技巧不夠純熟，因為是開風氣之先，要自己摸索，又不像梅堯臣

專力於詩，他的主力放在文；對詞他強調娛樂功能，所以多遣興之作。 

歐陽脩寫詩時必須維持詩言志、文載道的矜持，寫詞則在遊戲筆墨中流露一份更真

的自我本質，所以王國維說：「即詩詞兼擅如永叔、少游者，詞勝於詩遠甚。以其寫於

詩者，不若寫之於詞者真也。」240他對不同文體的選擇就內含著不同的書寫期待，即便

同樣是文學創作，但詞又比詩更不用負擔社會責任，往往更不經意地流露自己日常生活

的情趣與性向。241 
除此之外我們還觀察到歐陽脩的詩詞作品篇幅差異頗大，探究其原因，一則是由於

他身為詩文革新運動的領導者，歐陽脩所領導的宋代詩文革新包含著文學體式方面的改

革和創新。從詩文革新整個過程看，首先是一個文體選擇，即在復古思想的作用下，打

破晚唐以來的詩賦綺靡之風籠罩文壇的局面，提倡古文古詩，西崑酬唱那種純粹近體的

創作已被日漸增多的古詩取代。根據程杰的比較242，歐陽脩、蘇舜卿和梅堯臣三人古體

詩的創作幾乎都佔總作品量的一半，如何因意擇體，靈活運用各種體式，恰切而鮮明地

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反映了歐陽脩等人詩文創作中文體視野的開拓和操作能力的進

步。二則歐陽脩寫詩不喜歡受格律限制，所以律絕數量少於古詩，加上他才華洋溢、文

思泉湧，他的古詩往往一發不可收拾，篇幅之大令人瞠目，如〈鞏縣初見黃河〉、〈班班

林間鳩寄內〉、〈憎蚊〉、〈鬼車〉、〈廬山高贈同年劉中允歸南康〉等不僅句子多，每一句

的字數也多，而且喜歡創造新奇的句式來捕捉讀者目光。至於詞則多屬小令，而且是明

顯喜好篇幅較短的曲調，如〈采桑子〉、〈漁家傲〉、〈玉樓春〉等，篇幅越短越要求文字

精煉，不僅要配合詞調格律上的規定，還必須做到尺幅千里，經常使用表態句、省略句，

詞意往往一波三折，往復唱嘆，因此在風格上更像清新感人的小詩。 
 

                                                 
240 王國維：《人間詞話》（臺北：臺灣開明書局，1974 年），頁 45。葉嘉瑩：〈論詞學中之困惑與《花間》

詞之女性敘寫及其影響〉，《詞學古今談》（臺北：萬卷樓圖書公司，1992 年），頁 496。 
241 劉靜貞：〈歐陽脩筆下的宋代女性──對象、文類與書寫期待〉，《臺大歷史學報》第 32 期（2003 年

12 月），頁 75。 
242 程杰：《北宋詩文革新研究》（臺北：文津出版社，1996 年 12 月），頁 446。《西崑酬唱集》古體比重

為 0％，歐集古體比重 43％，蘇集古體比重 46％，梅集古體比重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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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因素 

要認識歐陽脩詩詞創作不協調現象，必須將它放在一定的歷史範圍中考察，才能得

到比較合理的結論。歐陽脩的詩文論道論政，憂國愛民，詞作卻不避戀情相思，多有蘊

藉風流，這與當時的文學觀念、社會風尚很有關係，文學觀念已如上述，在此僅就社會

風尚提出討論。 
北宋前期的社會風尚有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享樂成風。最高統治者為了鞏固自己的

統治一方面強化中央集權，嚴防軍隊叛變；另一方面攏絡官僚地主，優待文人學士，提

倡享樂思想。宋太祖勸告石守信解除兵權時說：「人生如白駒之過隙，所為好富貴者，

不過欲多積金錢，厚自娛樂，使子孫無貧乏耳。爾曹何不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便好

田宅市之，為子孫立永遠不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女，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年。」隨

著城市經濟的繁榮以及音樂、歌舞技藝的發展，內憂外患的北宋社會，表面上卻一片歌

舞昇平。在北宋一代全社會享樂成風，真所謂「市列珠璣，戶盈羅綺，竟豪奢」243。 
在這種風氣下，文人士大夫政事之餘，多縱情於聲色享樂，並競相描繪自己風流豔

冶的生活，抒發個人旖旎的情懷，蔚為風氣。詞本是一種配合燕樂歌唱的歌辭，它的流

行與社會生活息息相關，北宋前期文化生活最值得注意的方面是，樂曲的創作極為繁

盛，新聲的流布促使倚聲填詞也日益繁榮，唱詞是宋代最時尚、最富情趣的藝術享受。

葉夢得《避暑錄話》卷上稱晏殊「未嘗一日不宴飲」，而且「必以歌樂相佐」。244不僅歐

陽脩、晏殊、晏幾道父子，宋祁、宋庠兄弟愛填小詞，而且史上素以道德方正著稱的范

仲淹、韓琦、司馬光等人，都有旖旎多情的詞作傳世。 

（三）文體因素 

藝術家一開始創作就會受到創作活動自身規律、某種藝術樣式體性要求和讀者的閱

讀需要等各方面的影響而發生變化。245每一種文體都有其特殊的體性和審美規律，當作

家選擇了一種文體來創作，他下筆時就勢必受到該文體體性的要求，寫出符合該文體體

制及風味的作品。 
以詩為士人的「雅道」，是從魏晉以來綿延不斷的傳統，又在宋代文官政治和崇尚

文化的社會風氣裡，得到深厚的滋養，極茂盛地生長發展的結果。魏晉人士雖多身處在

官府，仍不廢吟風弄月的雅事，宋朝文士生活條件較前代優裕，雖然有時宦海生波，但

仍能以文名見重於社會，他們的人生觀中除了「致君堯舜」的社會責任感之外，還有另

一個至極的人生境界存在──藝術審美的的人生境界，因此詩歌創作成為士人風雅生活

不可或缺的內容，盡力去發掘生活中隨處而有的詩意成為一種雅道，對他們來說作詩不

僅是千古事業，更是生活。246而詞則不然，詞的功能在抒情（吟詠情性，莫工於詞）、

娛樂（遊戲筆墨，娛賓遣興）、和商業，其審美特性是詞為艷科（詞須入閨房之意）、合

樂性、富貴性（詞宜歌詠太平）等。247清朝李東琪：「詩莊詞媚，其體元別。」（王又華

                                                 
243 柳永：〈望海潮〉（東南形勝），《全宋詞》（臺北：明倫出版社，1973 年 10 月），頁 39。 
244（宋）葉夢得：《避暑錄話》（臺北：藝文印書館，1966 年）頁 54。 
245 楊柏岭：《唐宋詞審美文化闡釋》（合肥：黃山書社，2007 年 3 月），頁 304。 
246 朱剛：〈從類編詩集看宋詩題材〉，收入於王水照主編《宋代文學通論》﹙高雄︰復文圖書出版社，2000

年﹚，頁 424-431。 
247 王曉驪：《唐宋詞與商業文化關係研究》（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年 8 月），頁 205-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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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詞論》引）雖然同樣屬於傳統詩歌的範疇，二者體性畢竟不同，所以歐詩與歐詞

必定會因此產生風格上的歧異。 
在內容上，詩歌寫作「言志」而不溺於「情」，詞則以表現人性人情為主，尤其集

中描寫男女之情，女子成為文學描寫中心，因「詞為艷科」的文體定性，決定詞多綺語

的風格。「愛情主題」和「表現自我」是詞的主要內容，展現人們深層細膩的內心世界，

帶來審美快感，擺脫政治倫理的束縛，肯定人的生命價值。在形式上，詩的語言是文學

的語言，色調清淡雅潔，具有一定的寓意；詞的語言色調濃艷綺麗，充分運用色彩和音

響效果的詞語，烘染出一種華麗動人的藝術氛圍，及給事物的聲音、形貌等方面加施富

有動感的特徵，使其更具形象的可觀性和美感的想像性。詞使用的生活或近生活的語言

（詩採用的是文學語言），比詩生動一些，追求清麗華美的語言風格，其語言「旖旎近

情」，抒發自然率真的人情人性。248 
自李白、溫庭筠、韋莊以來的文人詞傳統就是題材不出閨怨、別情，即使是變伶工

之詞為士大夫之詞、擴大詞境的李後主，以詞處理破家失國為人所擄的題材時，仍要轉

換為男女離別，如〈破陣子〉（四十年來家國）仍要寫教坊離曲、仍要寫「垂淚對宮娥」，

又如馮延巳的詞雖被認為有蘊含羈臣屏子的苦心，仍都是以相思離別為外殼，可見這是

一種文學思維的慣性。249因此歐陽脩延著馮延巳的創作方向發展，自然也以相思閨怨的

詞作較多。 
其次，由詞體體性來看歐詞中男子作閨音現象，從代言體的角度說，這是有求合歌

場表演的「戲」的性質的。詞交由女性歌者演唱才是他代言的直接目的，而為了達到歌

詞如同歌者自言的貼切效果，男性詞人代言時，尤其注重刻劃女性性感魅力，以激發男

性思念女性的抒情思路。歌妓在詞中的表演就如同戲曲的角色，詞人是在模擬角色口吻

抒情，說這些角色的心思，所說的話對詞人自己來說無非是一種「空中語」，這正是詞

的一種本色。從創作角度而言，代言體的作家深知詞體這種「無其事而有其情」的審美

規律，男子作閨音的特殊代言，更強調意象的虛擬性，跳出自我，揣摩他人，更能激發

審美感性的力量。而詩或緣情或言志，總是受到智力因素的影響，致使感性在其中減弱，

因此相對來說，詞是比詩更具情感真實性。250所以明人陳子龍在論及宋詞之所以能感人

至深的原因時說：「宋人亦不免于有情也，故凡其歡愉愁怨之致，動於中而不能抑者，

類發於『詩餘』，故其所造獨工。」﹙〈王介人詩餘序〉﹚其言良然。 

三、歐陽脩詩詞的再評價 

歐陽脩集官僚、學者、詩人於一身，身兼政治領袖與文化領袖，又是北宋第一位詩

詞兼擅的大作家，透過對其詩詞的比較研究，我們不僅更貼近其與物有情的精神世界，

了解其創作慣性，更觀察到北宋中期詩詞互動的狀況，有助於更全面而深入地理解詞的

士大夫化和雅化過程。 
北宋前期一百餘年的詞史發展，被稱為詞的詩化、雅化、士大夫化，其實就是詩人

的詞人身分不斷加強的過程，也是詩人在詩詞互動格局下，增強詞的表現能力，逐步開

                                                 
248 黃雅莉：《詞情的饗宴》（臺北：文津出版社，2003 年 3 月），頁 25。 
249 王水照主編《宋代文學通論》（高雄：高雄復文圖書出版社，2000 年 6 月），頁 434-435。 
250 楊柏岭：《唐宋詞審美文化闡釋》（合肥：黃山書社，2007 年 3 月），頁 66-67、146-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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拓詞的表現領域和表現技巧的過程。 
詞一開始只是單純應歌，伴隨著詞的主體性逐漸增強，詞的功能也不斷擴大，文人

唱和、贈別等詩歌常見的功能漸漸出現在詞中，這就把詞與士大夫的生活經歷和感情世

界緊密聯繫在一起，詞的抒情口吻也變成直接以男性、士大夫的口吻來表達，比較接近

詩歌的作風，這就更容易寫出士大夫的思想個性。如〈會老堂〉和〈漁家傲．與趙康靖

公〉這兩首作品都指涉趙構來訪二人歡會之事，單從抒情口吻來看，歐詞也應屬於士大

夫之間的友誼交流，在功能上與詩歌並無二致，顯現他在嘗試把詩中的一些內容寫進詞

裏，把詩歌的某些功能移到詞中，讓詞不只歌詠愛情，也能歌詠友情。 
歐陽脩以詩詞兼擅的才能，不斷促進詩詞互動，提升詞的地位，探索詞的創作技巧，

擴大詞的影響。宋詩宋詞的共同發展，既有分野，也有融合，是個不斷調整、適應的動

態過程。宋代詩詞共同繁榮的局面的形成，就是這種內在調整與外部完善共同作用的結

果。251 
吉川幸次郎曾對歐詩的價值提出很中肯的評價： 

歐陽脩的詩，既不如梅堯臣細緻，也不如蘇軾深廣，更不如王安石銳利。詩論方

面總是偏好韓愈而輕視杜甫，這些都是來自啟蒙期人物的認識不足，不能深怪。
252 

其實歐陽脩在詞史上的地位也應是如此，對詞他雖強調娛樂功能，所以多遣興之

作，但在不經意間流露其個人學識襟抱於詞中，提高詞的抒懷價值。將自己擅長的詩文

作法引入詞，也許不像蘇軾是有意識的，但就詞史流變來看，確實是某種回歸，既而影

響文人詞的成立。他以政治領袖及文化領袖的身分喜愛創作小詞，並提高詞的格調，讓

文人作詞的束縛減少，影響所及使更多有才華的讀書人投入詞的行列，他帶動文人作詞

的風氣，文人將學識修養寫入詞中使詞雅化，形成與柳永為代表的俗詞格調絕然不同的

文人詞，後來蘇軾對詞的革新成果豐富，不得不追溯到歐陽脩的開創傳承之功。 
 

第二節  研究展望 

本文針對歐陽脩詩詞進行主題、意象、章法與修辭四種層面的文本比較，歸納出上

述結論，然受限於學識因素未臻完美，在此提出幾點供未來學者投入相關研究時參考之

用。 

一、詞作繫年問題 

近年來學術界對歐陽脩生平事蹟、遊歷的考證工作已開花結果，因此為歐陽脩詩作

繫年已不成問題，我們也可依此進行詩作的分期研究，由於詩直詞隱，因此要為歐詞繫

年的困難度相對較高，雖然有大陸學者提出歐詞分期研究的看法，但能涵括的作品有

限，論據也稍嫌薄弱，因此在詩詞的比較進路上無法採取分期比較的方式。我們期待更

                                                 
251 董希平、曹勝高：〈從詩詞間作到詩詞兼擅──論詩詞互動視野下北宋詞繁榮的一個重要標誌〉（中國

大陸國家廣電總局高校人文社科項目《唐五代北宋前期詞之研究———以詩詞互動為中心》的階段性

成果），《江海學刊》（2006 年 2 月），頁 195-196。 
252 吉川幸次郎撰，鄭清茂譯：《宋詩概說》﹙臺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 年出版﹚，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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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學者投入歐詞的研究，或許可以運用詩詞意象、風格等比對方法找出更多幫助詞作繫

年的方式，累積更多研究成果，提供學界作更大範圍的研究。 

二、與同時代作家比較 

一個作家的定位仍必須由與同時代其他作家比較而來，歐陽脩詩詞中呈現的互動、

互補現象是否也在與他同調的晏殊，受他影響的蘇軾、秦觀等人身上出現？其呈顯的意

義又如何？尤其蘇軾在詩、詞、文各方面都受歐陽脩啟迪頗深，而他又繼歐陽脩之後成

為宋代文壇領袖，同時又是推動詞的雅化進程的靈魂人物，他的詩詞又呈現什麼樣的互

動關係，應該很值得學界作進一步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