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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詩詞章法的比較 
詩與詞皆為廣義的詩歌，而詩歌為一種美文，作為一種藝術品，如何把一些素材用

字句和章法組織起來，自該是身為一個藝術家之詩人的要務，這種藝術性地對於遣詞、

造句、謀篇的安排、運用，其重要性是古今中外之所同然的。178出自同一作家之手的詩

歌，在謀篇方面所表現的章法結構，及在用字造句方面所表現的質地紋理，應能找到足

以代表此作家獨特風格的共同點，同時又因詩詞體制要求之不同而呈現相異之特質，因

此本章先比較歐詩與歐詞的章法安排，第一、二節分析歐詩歐詞的章法特色，第三節比

較異同，下一章則比較其詩詞修辭的異同。 

第一節  歐詩的章法特色 

所謂章法就是篇章的修飾之法，意即謀篇布局的技巧，由於章法是文學作品達到形

式美的重要手段，因此本節欲研究歐陽脩如何運用章法，組織完善的結構，使篇章合乎

秩序、富於變化、形成聯絡，最後達致統一和諧的美的最高境界。179方東樹說：「學歐

公作詩，全在用古文章法。」又說：「歐公之美，全在逆轉順布。」180劉德清也說「歐

陽脩以文為詩，又表現在以古文章法寫詩，脈絡分明，而又使詩作具有散文式的跌宕錯

落之美。」181歐陽脩以文入詩的技法之一就是注重章法結構的安排，這項特徵在他的古

詩作品中最明顯，不過即使是絕句律詩一樣可見他對章法安排的匠心。歐詩在章法方面

的特色有：開頭喜用寫景、結尾喜用寫景或說理、承轉喜用翻疊法、時空安排喜用今昔

今的追述法。 

一、開頭喜用寫景 

文學作品開頭法大致可分為以敘述開頭、以抒情開頭和以寫景開頭三大類，三者的

美學效果是敘述平直，言情突兀，繪景含蓄。具體而言：以敘述開頭，可以將詩歌感情

產生的緣故簡潔地表達清楚，讓讀者獲得第一印象為接下去的閱讀作好心理準備。以抒

情開頭者，若以感嘆句開頭，破空而入具有震撼人心統領全篇的作用；若以問句或反問

開頭，增加一層轉折更加激發感情的浪花，取得異形而同義的最佳效果；也有的是以假

設句或祈使句開頭，來委婉表達自己的心意。以寫景開頭者，可以寓情於景，收到情景

交融的效果。182 
宋代詩人習慣把情感生發的前因後果交代得清清楚楚，這和唐代詩人往往只截取情

感最激烈的那一刻來發揮大不相同，因此使後人認為唐詩主情，宋詩主理。不過歐陽脩

的詩歌以敘述開頭的並不算多，他喜歡把敘述放在文中，詩的開頭則習慣以寫景揭開序

                                                 
178 葉嘉瑩：〈從比較現代的觀點看幾首中國古詩〉，《迦陵談詩》（臺北：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5 年

10 月），頁 252-254。 
179 仇小屏：《篇章結構類型論》（臺北：萬卷樓圖書公司，2000 年 2 月），頁 3。 
180 （清）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十二（臺北：漢京文化事業公司，2004 年《四部刊要》集部‧詩文評

類），頁 275、276。 
181 劉德清：《歐陽脩論稿》（北京：北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 年 9 月），頁 216。 
182 古遠清等：《詩歌修辭學》（臺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7 年 6 月），頁 137-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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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例如：「逗曉風聲惡，褰簾雪勢斜」（〈春雪〉）、「宮柳街槐綠未齊，春陰不解宿雲低」

（〈下直〉）、「黃栗留鳴桑葚美，紫櫻桃熟麥風涼」（〈再至汝陰〉）、「清流關前一尺雪，

鳥飛不度人行絕」（〈永陽大雪〉）、「長河秋雨多，夜插寒潮入」（〈別後奉寄聖俞二十五

兄〉），這些例子遍及律詩和古詩，題材主旨也包含敘事、詠物及抒情，更值得注意的是

這些景往往都非純然客觀的景，而是蘊含詩人情意的著我之景，戴上詩人用心的眼鏡來

看這些景也能為接下來的閱讀作好準備，這是歐陽脩的獨到之處。如：      
春風疑不到天涯，二月山城未見花。殘雪壓枝猶有橘，凍雷驚筍欲抽芽。夜聞歸

鴈生鄉思，病入新年感物華。曾是洛陽花下客，野芳雖晚不須嗟。 （〈戲答元

珍〉，頁 168） 

這首七言律詩前四句寫景，後四句抒情，不僅景中寓情，還借景抒情，四聯四層意

思，一層一轉，跌宕起伏。第一句先說春風似乎是不到這個邊遠小城來，何以見得呢？

第二句回答：因為都仲春了，夷陵這山城還見不到花開呢！難怪詩人要懷疑春風不到

了。這裡表面寫景，實際卻是寓含政治感嘆的，春風暗喻君王的恩惠，詩人被貶後，時

時盼望著被朝廷召回的好消息到來，然而卻遲遲等不到，不免要懷疑是不是這山城太偏

僻，以致被春風遺忘了呢？一般而言，以突兀的單句散句起頭，利於單刀直入、破空而

來，迅速激起讀者強烈的情感共鳴，而對句整齊和諧，前後映襯，則有助於從容地渲染

氣氛、製造意境，本詩首句就充滿力道。 

第二聯接續描寫春天尚未到，山城一片蕭條寒冷的景象，同時也透露自己謫居心情

的寂寞，達到情景交融的效果。作者先選擇山城二月最典型的景物──橘和竹──展開

一幅早春畫卷，又將橘置於雪之下、竹置於土之內，萬物的生機似乎是被外力壓抑著，

幸而，這橘是熬過寒冬倖存的橘，而雪是殘雪，加一字就將寒的勢力大大削弱，筍則是

準備就緒，就等著春天的第一聲響雷，即將破土而出了。這一聯一波三折，營造出雖然

春天還未到，但寒冬勢力逐漸消退，萬物不畏艱難，正蓄勢待發，要展現蓬勃生機的氣

氛，同時也象徵作者面對挫折所展現的堅強意志。 

第三聯又轉趨消沉，詩人以多病之身，面對季節更替景物變換，思鄉之情油然而生。

上兩聯都是借景抒情，在客觀景物中寓含詩人主觀情感，本聯則是觸景生情，直抒胸臆，

歸雁引發的思鄉之情在夜晚更難排遣，景物隨著新的一年到來而更新，襯著多病之人更

加失意。 

由思念家鄉引發末聯對往日的回憶，並在往日與現在的對照中，又將貶謫的失意昇

華為曠達：花遲早是要開的，所以不須再嗟嘆了。詩人在寂寞愁悶中透露出與現實抗爭

的精神和對前途的信心，充分表現身處逆境而泰然自若的曠達情懷。全詩雖寫荒涼之

景，抒客子之悲，但讓人在料峭春寒中見出昂然春意，在寂寞苦悶中感到自信與希望。

這首小詩所產生的美學效果，正如方東樹《昭昧詹言》所評：「歐公情韻悠致，往返詠

唱，令人低迴欲絕，一唱三嘆而有遺音，如啖橄欖，時有餘味。」183  

二、結尾喜用以景結情，使人回味無窮，或說理點明題旨 

古清遠、孫光萱合著的《詩歌修辭學》將結尾法歸納為復沓迴環、點明題旨、以景

結情三類，其中復沓迴環指的就是民歌重章疊句的形式，作用在於重複表現增強抒情意

                                                 
183 （清）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十二（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 年），頁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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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點明題旨指以富於警策的強烈的抒情語句作收束，詩人蓄積已久的感情，在詩中層

層逼進轉折之後，終於噴發而出，往往能引領讀者在結尾處實現昇華；以景結情則能產

生言外之意，將情感凝結於畫面中，令人回味無窮。蘊藏是一種美，但若能將難狀的情

感生動地表露出來，未嘗不為美，歐詩的結尾常見的就是以景結情和點明題旨二種。 

（一）律絕多以景結情 

歐陽脩寫絕句律詩時受限於字數，須求精簡，因此慣用景語作結，將情感凝結於畫

面之中，使詩歌留有言外餘韻，或者將抽象化的概念具象化，賦予詩歌含蓄蘊藉之美。

如： 
西陵江口折寒梅，爭勸行人把一盃。須信春風無遠近，維舟處處有花開。 （〈戲

贈丁判官〉，頁 175） 

東郊漸微綠，驅馬忻獨往。梅繁野渡晴，泉落春山響。身閑愛物外，趣遠諧心賞。

歸路逐樵歌，落日寒川上。（〈伊川獨遊〉，頁 8）  

一笑相驩樂得朋，誦君雙鶴句尤清。高懷自喜凌雲格，俗耳誰思警露聲。所好與

時雖異趣，累心於物豈非情。歸休約我攜琴去，共看婆娑舞月明。（〈憶鶴呈公儀〉，

頁 207） 

第一首詩寫江口送別情景，前二句以送行人角度寫氣氛哀傷，後二句則由行人回

寫，安慰送行人不須哀傷，因為人生處處有希望。詩人以具象化的「維舟處處有花開」

說明希望隨時都有這樣的抽象概念，增添詩歌含蓄不盡的韻味。第二首以順敘法寫詩人

獨遊伊川的心情，最後一聯寫他踏上歸途，但畫面卻停格在寒川之上夕陽西下的美景，

同時耳畔還似乎一直迴盪著樵歌晚唱，令人回味無窮。第三首是和梅公儀憶鶴之作，詩

中除了讚美梅公儀品味脫俗，還相邀一起退休去過悠遊閒適的隱居生活，詩句停在共看

明月舞婆娑的畫面，留給讀者無限的想像空間。其他類似的結尾還有〈席上送劉都官〉：

「莫忘西亭曾醉處，月明風溜響潺潺」、〈冬至後三日陪丁元珍遊東山寺〉：「為貪賞物來

猶早，迎臘梅花吐未齊」、〈憶滁州幽谷〉：「誰與援琴親寫取，夜泉聲在翠微中」、〈送鄭

革先輩賜第南歸〉：「試問塵埃勤斗祿，何如琴酒老雲巖」等。 

（二）古詩多用點明題旨結尾 

古詩篇幅較自由，因此歐陽脩經常馳騁想像，縱橫上下古今，盡情揮灑他充沛的感

情，但結尾仍要收綰全詩意旨並達到前後呼應的效果，所以在結尾經常採用情感強烈或

富於警策意味的語句來作收束。如〈啼鳥〉： 
窮山候至陽氣生，百物如與時節爭。官居荒涼草樹密，撩亂紅紫開繁英。花深葉

暗耀朝日，日暖眾鳥皆嚶鳴。鳥言我豈解爾意，綿蠻但愛聲可聽。南窗睡多春正

美，百舌未曉催天明。黃鸝顏色已可愛，舌端啞吒如嬌嬰。竹林靜啼青竹筍，深

處不見惟聞聲。陂田遶郭白水滿，戴勝穀穀催春耕。誰謂鳴鳩拙無用，雄雌各自

知陰晴。雨聲蕭蕭泥滑滑，草深苔綠無人行。獨有花上提葫蘆，勸我沽酒花前傾。

其餘百種各嘲（口哲），異鄉殊俗難知名。我遭讒口身落此，每聞巧舌宜可憎。

春到山城苦寂寞，把盞常恨無娉婷。花開鳥語輒自醉，醉與花鳥為交朋。花能嫣

然顧我笑，鳥勸我飲非無情。身閑酒美惜光景，惟恐鳥散花飄零。可笑靈均楚澤

畔，離騷憔悴愁獨醒。（〈啼鳥〉，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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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詩可分為三部分，「窮山」至「天明」寫景，安排啼鳥出場的背景。「黃鸝」至「難

知名」敘事，以並列方式一一描述黃鸝、竹林鳥、戴勝、斑鳩、泥滑滑（竹雞的別名）

和提葫蘆六種啼鳥鳴聲的特色。最後一部分則由此發出議論，詩人對鳥鳴先抑後揚，將

鳥鼓舌而歌和小人以讒言陷害君子聯想在一起，說他因遭讒被貶謫因此厭惡巧舌，但因

「醉與花鳥為交朋」，在自然之中詩人又尋得了慰藉，而對啼鳥予以肯定：「花能嫣然顧

我笑，鳥勸我飲非無情」，最後提出全詩意旨：「身閑酒美惜光景，惟恐鳥散花飄零」，

因此詩人對鳥鳴懷著真誠的賞愛之情，末兩句則是以屈原不夠豁達作反襯，來宣示自己

曠達的人生觀，說明自己的生命價值取向不同於抱憾而死的屈原。第三部分包含了起承

轉合的轉和合，經過詩人錘鍊的詩句字面看似平易，其中卻包蘊著詩人極深的感觸，詩

人採用曲折層疊的筆法，使情思層層累積到最後才噴發而出，引領讀者實現人格的昇華。 
在文末點明題旨的作品尚有〈千葉紅梨花〉：「從來奇物產天涯，安得移根植帝家。

猶勝張騫為漢使，辛勤西域徙榴花。」〈憎蚊〉：「誰能推物理，無乃乖人欲。騶虞鳳凰

麟，千載不一矚。思之不可見，惡者無由逐。」〈豐樂亭小飲〉：「人生行樂在勉彊，有

酒莫負琉璃鍾。主人勿笑花與女，嗟爾自是花前翁。」〈希真堂東手種菊花十月始開〉：

「我從多難壯心衰，跡與世人殊靜躁。種花勿種兒女花，老大安能逐年少。」〈送裴如

晦之吳江〉：「人生足憂患，合散乃常理。惟應當歡時，飲酒如飲水。」〈鳴鳩〉：「君不

見人心百態巧且艱，臨危利害兩相關。朝為親戚暮仇敵。自古常嗟交道難。」這些詩句

都閃耀著作者過人的洞察力和理解力，也帶給讀者昇華情感或意志的力量。 

三、承轉喜用翻疊法 

翻疊法是指將前人舊事舊語反過來用，或在前人之上翻疊一層正意，或將自己的意

思故意推翻使原意再翻上一層，在原意之上又複疊一層新意。翻疊可以轉平弱為拗峭奇

警，又能深入一層用原意陪襯作者正意，使正意更突出，同時又讓一句之中兼攝雙重意

義。184 
根據張高評的研究，宋人在唐詩之後為求另闢蹊徑，作詩行文往往喜歡「翻案」，

所謂翻案並不限於翻古人的案，還包含翻自己的案，意即：淺意深一層說，直意曲一層

說，正意反一層、側一層說，舊意新一層、奇一層說，對吟詠的對象採取新穎的立場及

超脫的距離，由反常合道求理趣，自矛盾歧異求統一，並歸納宋詩翻案十項特色：反常、

活用、出奇、創新、否定、矛盾、意外、自得、滑稽、層深。他同時指出翻案是在原意

的基礎上，複疊出層折的新意，如果原意很富於形象化，翻案之作自然更加深刻清晰；

如果原意較概念化，翻案之作因為詩意回環複疊的關係，詩意也較原意具體、鮮活、新

趣。185觀察歐詩會發現歐陽脩確實經常「將前人的舊事舊語反過來用」，「或是將自己的

意思故意推翻」，達到「一句之內，包容著原意與新意，這二層意思回環重疊，非但情

志清新，含意也層折有味」的效果。186 
例如〈明妃曲和王介甫作〉： 
胡人以鞍馬為家，射獵為俗。泉甘草美無常處，鳥驚獸駭爭馳逐。誰將漢女嫁胡

                                                 
184 黃永武：《中國詩學‧設計篇》（臺北：巨流圖書公司，1977 年 4 月），頁 100-102。 
185 張高評：《宋詩之傳承與開拓──以翻案詩、禽鳥詩、詩中有畫為例》（臺北：文史哲出版社，1990 年

3 月），頁 91-99。 
186 黃永武：《中國詩學‧設計篇》（臺北：巨流圖書公司，1977 年 4 月），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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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風沙無情貌如玉。身行不遇中國人，馬上自作思歸曲。推手為琵卻手琶，胡

人共聽亦咨嗟。玉顏流落死天涯，琵琶卻傳來漢家。漢宮爭按新聲譜，遺恨已深

聲更苦。纖纖女手生洞房，學得琵琶不下堂。不識黃雲出塞路，豈知此聲能斷腸。

（〈明妃曲和王介甫作〉，頁 131）  

〈明妃曲和王介甫作〉有兩首，此是後篇。據《石林詩話》卷中記載，歐陽脩對此

詩頗為自負，曾於酒後語其子曰： 
〈明妃曲〉後篇，太白不能為，惟杜子美能之；至於前篇，則子美亦不能為，惟

吾能之也。 

清朝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十二對此詩章法也大加讚賞： 
思深，無一處是恆人胸臆中所有。以後一層作起，「誰將」句逆入明妃，「推手」

句插韻太白，「玉顏」二句逆入琵琶，收四句又用他人逆襯，一層層不猶人，所

以為思深筆折也，此逆捲法也。 

本詩的主旨其實並無新意，和前人一樣是哀悼昭君和番的悲慘命運，但在寫作技巧

上則運用翻疊法，分作數層，層層入裡，用意不斷累增，感情在有限的字數裡層層累荷，

終至抵達飽和點，因此更具有強烈的爆發力。 
全詩可分為三段，第一段共六句，以設問法委婉表達詩人對明妃的同情。前四句詩

人先鋪敘胡地荒涼景象，營造生存不易的背景，然後提問：有誰會忍心將自己的女兒下

嫁到這樣的地方去呢？更何況這個女孩是這麼的美麗！詩人以「貌如玉」和「風沙無情」

形成矛盾之語，即所謂矛盾逆折法，在間隔甚短之距離中，容納兩個相反之意象；由於

對立，故相互激盪，而產生張力；歸於統一，而派生密度與警策，頗能使景象躍現，意

境鮮活。187而「無情」二字指的真是胡地風沙，還是將她推入火坑的人？頗耐人尋味。 
第二段由身行至咨嗟四句，轉到明妃本身自創思歸的琵琶曲，連胡人都深受感動而

為她嗟嘆，更何況是漢人呢？第三段再由琵琶曲引渡回中原、引渡到後世，先以玉顏終

究流落天涯和琵琶回傳漢家相對照，再以吞吐之筆調點出漢家宮女爭學琵琶，但因身世

閱歷不同而無法體會琵琶曲中所蘊含的滄桑悲苦。「漢宮爭按新聲譜」明明是好事，為

何詩人偏偏說「遺恨已深聲更苦」？原來「纖纖女手生洞房，學得琵琶不下堂」，一樣

是彈幽怨的琵琶曲，詩人以後代漢女不必下堂的「幸」對映明妃流落他鄉的「不幸」，

以漢女的的「淺」對映明妃的「深」。全詩由外而內，由古而今，層層轉深，將明妃的

悲劇命運推到最高潮，也令讀者唏噓不已。歐公對此詩的自負，其來有自。 

四、時空安排喜用今昔今的追敘法 

「今昔今」是指時間由現在倒回到過去，最後又迴入現在，又稱追敘法，除了可以

仔細交代前因後果之外，還可以讓今與昔彼此對應、互相激盪，從而讓人產生無限惆悵

或極大的感悟。將最令詩人激動、記憶最深刻的部分，也就是美感情緒波動最密集的部

分提前來寫，其次再緩緩道來，最後將此激烈的美感情緒再次重現，形成呼應，更有餘

韻不絕的感受。188 

                                                 
187 黃永武：「用矛盾逆折的語法，使詩句警策。」《中國詩學‧設計篇》（臺北：巨流圖書公司，1977 年

4 月），頁 91-93。 
188 仇小屏：《篇章結構類型論》（臺北：萬卷樓圖書公司，2000 年 2 月），頁 83-98。 



 85

歐陽脩是史學家出身，自然容易在詩中流露其重視前因後果的敘述習慣，又因他為

人極重感情，往往在詩中表現為睹物思人或睹物念舊等撫今追昔的情思，因此他在詩中

最常運用的時空安排法即為今－昔－今的追敘法，例如： 

新花來遠喜開封，呼酒看花興未窮。年少曾為洛陽客，眼明重見魏家紅。卻思初

赴青油幕，自笑今為白髮翁。西望無由陪勝賞，但吟佳句想芳叢。（〈答西京王尚

書寄牡丹〉，頁 223） 

京師輕薄兒，意氣多豪俠。爭誇朱顏事年少，肯慰白髮將花插。尚書好事與俗殊，

憐我霜毛苦蕭颯。贈以洛陽花滿盤，鬥麗爭奇紅紫雜。兩京相去五百里，幾日馳

來足何捷。紫檀金粉香未吐，綠萼紅苞露猶浥。謂我嘗為洛陽客，頗向此花曾涉

獵。憶昔進士初登科，始事相公沿吏牒。河南官屬盡賢俊，洛城池禦相連接。我

時年纔二十餘，每到花開如蛺蝶。姚黃魏紅腰帶鞓，潑墨齊頭藏綠葉。鶴翎添色

又其次，此外雖妍猶婢妾。爾來不覺三十年，歲月纔如熟羊胛。無情草木不改色，

多難人生自摧拉。見花了了雖舊識，感物依依幾抆睫。念昔逢花必沽酒，起坐驩

呼屢傾榼。而今得酒復何為，愛花繞之空百匝。心衰力懶難勉彊，與昔一何殊勇

怯。感公意厚不知報，墨筆淋漓口徒囁。 （〈謝觀文王尚書惠西京牡丹〉，頁 112） 

前為律詩，後為古詩，雖然體制不同，但此二詩的主題和內容其實是一樣的。律詩

第一聯寫今日收花欣喜，第二、三聯回憶過去同時感嘆現今，其中「年少」和「卻思」

二句是昔，「眼明」和「自笑」是今，形成「昔－今－昔－今」的並列結構，在昔與今

的交映中突顯詩人的感慨，末聯回到現在，與首聯呼應，表達對王尚書的謝意。古詩篇

幅不受限，因此詩人的情感更能揮灑自如，對事情的始末也可交代得更清楚，全詩可分

為三段，第一段由「京師」至「涉獵」，是今；第二段由「憶昔」至「婢妾」，是昔；第

三段由「爾來」至「口徒囁」，再回到今。「無情草木不改色，多難人生自摧拉」二句，

由花過渡到人，因此「見花」至「勇怯」是以自己愛花之情的表現作今昔對照，慨嘆如

今的衰懶，手法類似律詩的二三聯，但自我嗟嘆之情又深於律詩。其他如〈伏日贈徐焦

二生〉、〈感春雜言〉、〈送徐生之澠池〉、〈述懷〉、〈贈沈遵〉、〈答聖俞莫登樓〉、〈奉答原

甫見過寵示之作〉、〈讀書〉、〈初食雞頭有感〉、〈去思堂手植雙柳今已成陰，因而有感〉

等都是這一類作品。 
即使不是寓寄撫今追昔感慨之作，往往也有「惟當記其始，後世知來由。是亦史官

法，豈徒續君謳」（〈和聖俞李侯家鴨腳子〉）的目的，所以在結構的安排上也屢見「今

昔今」這樣的章法，例如： 
纍纍盤中蛤，來自海之涯。坐客初未識，食之先歎嗟。五代昔乖隔，九州如剖瓜。

東南限淮海，邈不通夷華。於時北州人，飲食陋莫加。雞豚為異味，貴賤無等差。

自從聖人出，天下為一家。南產錯交廣，西珍富邛巴。水載每連舳，陸輸動盈車。

谿潛細毛髮，海怪雄鬚牙。豈惟貴公侯，閭巷飽魚蝦。此蛤今始至，其來何晚邪。

螯蛾聞二名，久見南人誇。瑞璨殼如玉，斑斕點生花。含漿不肯吐，得火遽已呀。

共食惟恐後，爭先屢成譁。但喜美無厭，豈思來甚遐。多慚海上翁，辛苦斲泥沙。 

（〈初食車螯〉，頁 98） 

前四句說詩人初食車螯這種美味的大蛤，來自遙遠的海中，自「五代」至「魚蝦」

則追述五代戰亂擾攘使各界隔絕，以及宋朝統一天下的意義，從「此蛤」開始才又轉回

車螯本身吟詠其形貌，並生動描述眾人爭食的情狀，以突出其味美的事實，最後感謝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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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作結，結構就是今－昔－今。這類作品還有〈鞏縣初見黃河〉、〈和聖俞李侯家鴨腳子〉、

〈洛陽牡丹圖〉、〈憎蚊〉、〈葛氏鼎〉、〈嘗新茶呈聖俞〉、〈鬼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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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歐詞章法的特色 

歐陽脩一方面受自己詩歌散文化的創作習慣影響，另一方面又受民歌喜歡鋪敘情節

影響，因此歐詞注重整闕詞體的表現，習慣採取一氣呵成的方式訴說一個事件或某種情

境氛圍，我們經常需要讀完整闕詞方能產生具體的概念，這一點就不似馮延巳、晏殊，

他們擅長經營獨立的片段和場景，能立時呈現凝煉絕美的佳句，所以前代學者評賞歐詞

往往拈出一個「深」字，如劉熙載說：「馮延巳詞，晏同叔得其俊，歐陽永叔得其深」189，

馮煦也說歐陽脩「其詞與元獻同出南唐，而深致則過之」190，而且「疏雋開子瞻，深婉

開少游」191，或有人以「沉著」稱之，如周濟《介存齋論詞雜著》：「永叔詞，祇如無意，

而沉著在和平中見」192，王國維則說他：「於豪放之中有沉著之致」193，這個特色並非

來自歐詞選用生難字詞，而與歐陽脩重視結構布局有極大的關係。 

一、起拍多用敘事句或描寫動態景物 

起拍指詞開始的一韻，其首句則稱起句。詞的開端宛如戲劇揭幕的瞬間，須介紹時

空背景或營造出能暗示劇情的氛圍，因此開端即決定一闋詞的成敗。陸輔之《詞旨》就

說：「對句好可得，起句好難得。收拾全借出場。」194沈祥龍也說：「詩重發端，惟詞亦

然」。195 
雖然一般來說詞「起句言景者多，言情者少，敘事者更少」196，但考察歐詞會發現

他起拍多用敘事句或描寫動態景物。 
敘述事情或動作者如：〈玉樓春〉兩翁相遇逢佳節、〈浪淘沙〉今日北池遊、〈玉樓

春〉紅樓昨夜相將飲、〈蝶戀花〉永日環堤乘綵舫、〈玉樓春〉西亭飲散清歌闋、〈蝶戀

花〉越女採蓮秋水畔、〈漁家傲〉花底忽聞敲兩槳、〈玉樓春〉去時梅萼初凝粉、〈漁家

傲〉對酒當歌勞客勸、〈漁家傲〉昨日採花花欲盡、〈浪淘沙〉把酒祝東風、〈定風波〉

把酒花前欲問君、〈浣溪沙〉堤上遊人逐畫船、〈浣溪沙〉十載相逢酒一卮、〈浣溪沙〉

青杏園林煮酒香、〈浣溪沙〉翠袖嬌鬟舞石州。這種開頭方式將故事情節或時空背景交

代得十分清楚明白，有助於讀者對詞情的掌握，因此一開端就有一股提綱挈領籠罩全詞

的力量。 
開頭即使寫景，歐陽脩也喜歡寫動態景物或將景物賦予動作，如：〈玉樓春〉雪雲

乍變春雲簇、〈玉樓春〉蝶飛芳草花飛路、〈蝶戀花〉翠苑紅芳晴滿目、〈蝶戀花〉水浸

秋天風皺浪、〈蝶戀花〉面旋落花風蕩漾、〈蝶戀花〉南雁依稀回側陣、〈漁家傲〉一派

潺湲流碧漲、〈漁家傲〉暖日遲遲花裊裊、〈漁家傲〉荷葉田田青照水、〈漁家傲〉露裛

嬌黃風擺翠、〈漁家傲〉近日門前溪水漲。這些景語都因加入動詞（變、簇、飛、回、

                                                 
189 （清）劉熙載：《詞概》，《詞話叢編》（臺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年），頁 3689。 
190 （清）馮煦：《蒿庵論詞》，《詞話叢編》（臺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年），頁 3585。 
191 同前註 
192 （清）周濟：《介存齋論詞雜著》，《詞話叢編》（臺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年），頁 1631。 
193 王國維：《人間詞話》，《詞話叢編》（臺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年），頁 4245。 
194 （元）陸輔之：《詞旨》，《詞話叢編》（臺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年），頁 302。 
195 （清）沈祥龍：《論詞隨筆》，《詞話叢編》（臺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年），頁 4051。 
196 （清）沈雄：《古今詞話》，《詞話叢編》（臺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年），頁 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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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浸等）顯得生氣勃勃而非只是一幅幅靜物圖，這些動詞更能串連實景與想像，達到

體物盡態、隱含人情的功效，所以，歐陽脩的景語起句往往能兼顧具象與幻象的靈動美

感。 
歐詞以情語開頭者確實較少，如：〈蝶戀花〉百種相思千種恨、〈浪淘沙〉萬恨苦綿

綿、〈漁家傲〉別恨長長歡計短、〈蝶戀花〉嘗愛西湖春色早、〈漁家傲〉為愛蓮房都一

柄。因為詞十分講究含蓄委婉，若一開始就赤裸裸寫出所有情思，將太露骨，因此歐陽

脩也不常以情語開頭，這些以情語開頭的例子多是欲收聳人聽聞之效如「萬恨苦綿綿」，

或是寫歡情如「嘗愛西湖春色早」，先將結論提到前面，再娓娓敘述其中委曲。 

二、過片往往作跳躍式的過渡 

過片是詩與詞極大的相異處之一，詩不管有多長都是一首自為起迄，但詞一般分上

下兩片，片與片的關係是音樂上的暫時休止而非全曲結束，在章法上是承轉過渡而非獨

立一段，因此，由上片「歇拍」到下片「換頭」的「過片」中，須做到似斷非斷、意脈

連屬。清人周濟：「吞吐之妙，全在換頭煞尾。古人名換頭為過變，或藕斷絲連，或異

軍突起，皆須令讀者耳目震動，方成佳制。」197此實道出詞家結撰之甘苦。 
歐陽脩詞作的過片往往做跳躍式的過渡而出人意表，如〈采桑子〉： 
十年前是尊前客，月白風清。憂患凋零。老去光陰速可驚。   鬢華雖改心無改，

試把金觥。舊曲重聽。猶似當年醉裡聲。（〈采桑子〉，頁 1994） 

此詞上片以回憶開頭，「憂患凋零」四字就概括十年風波，而以「光陰老去速可驚」

結束上片，顯得斬截有力。下片「鬢華改」承前片意脈有如藕斷絲連，但感情上驟然轉

折又似異軍突起。時光的流逝、不幸的降臨使得詞人容顏漸老，但他那顆充滿活力的心

卻還似從前，於是豪邁地唱道：「鬢華雖改心無改」！前片末二句淒然欲絕，但後片首

二句卻精力飽滿筆勢勁挺。他把一腔幽憤深埋心底，語言雖豪邁而感情卻極沉鬱，隱然

可見詞人經歷人世滄桑宦海浮沉的老辣性格。 
再如〈生查子〉： 
去年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到柳梢頭，人約黃昏後。   今年元夜時，月與燈

依舊。不見去年人，淚滿春衫袖。（〈生查子〉，頁 2000） 

上片鋪陳去年元夜幽會樂事，字面只寫景物優美、氣氛絕佳，上片在「人約黃昏後」

就嘎然而止，不說明約會的細節，其中的甜蜜留給讀者去想像，下片跳過約會的過程與

分離的原因，寫今年元夜，只說「月與燈依舊」，實則包含上片三句的花柳燈月，景物

「依舊」暗逗「不見去年人」，因此逼出結語「淚滿春衫袖」，全首詞情緒在虛（去年）

實（今年）對比中盤桓深入，最後盪到谷底。 
雙調的詞有換頭與重頭之分，重頭的詞上下片字句調式全同，〈生查子〉即屬此類。

作者根據詞調特性採取文義並列的分片結構，形成章的重疊，頗類歌曲反復一遍，既有

迴旋詠嘆之致，又有文義層層遞進的增強作用，迴環往復的音節對歌詞有增強表情的作

用，本詞語言通俗、情事明白，但分片構思巧妙，饒有新意，因此令人印象深刻。 
〈生查子〉（含羞整翠鬟）也是採用這種跳躍的過渡方式： 
含羞整翠鬟，得意頻相顧。雁柱十三絃，一一春鶯語。   嬌雲容易飛，夢斷知

                                                 
197 （清）周濟：〈宋四家詞選‧目錄‧序論〉，《詞話叢編》（臺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年），頁 1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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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處。深院鎖黃昏，陣陣芭蕉雨。（〈生查子〉，頁 2000） 

上片寫初會時女子的嬌羞歡喜，下片寫如今分離男子的孤寂悲傷。這首詞的寫法特

點有三，一是哀樂對比：上片樂下片哀，上片充滿歡樂的氣氛和明快的節奏，下片則情

深調苦，表現了孤單寂寞的悲哀，以樂景反跌哀情，故哀情更為動人。二是虛實相應：

上片昔是虛寫，下片今是實寫。上片正寫女子彈箏而男子隱約在場，下片則寫女子在男

子的回憶中出現，虛實相間，錯綜敘寫，詞中的感情層次更豐富。最重要的是三、跳躍

的過渡形式：按照生活邏輯，上下片之間應有歡會、餞別，但詞人一筆帶過，著力刻畫

初會和別後兩階段，因而顯得筆酣墨暢，婉曲動人。 

三、結拍多以情作結 

詞終了一韻稱為結拍或煞尾，最末一句稱結句，煞尾結束全篇為畫龍點睛之所在，

一般要求須做到前後呼應及言雖盡而意無窮，方成境界。詞分片結構一般是上景下情為

多，以景結拍為進步手法，到北宋初期仍不多見，盛起是在北宋中期，應是受到詩創作

經驗的啟發，體會到以景結情的奧妙。198歐陽脩居於北宋前期到中期過渡的樞紐，以情

結拍的情形居多，但似已注意到以景結情的妙處，因此含蓄蘊藉之作多是以景結拍。 
歐詞中以情做結的，如〈浪淘沙〉： 
萬恨苦綿綿。舊約前歡。桃花溪畔柳陰間。幾度日高春垂重，繡戶深關。 樓外

夕陽閒。獨自憑闌。一重水隔一重山。水闊山高人不見，有淚無言。（〈浪淘沙〉，

頁 2036） 

詞寫思婦別恨，一開始就「萬恨苦綿綿」真是破空而來，令人好奇恨從何來，接著

回憶舊約前歡的具體情事，下片回到現實，細細描繪憑欄遠眺的景，怨山水阻隔不見伊

人，所以有淚無言情感自然流洩，同時又能呼應第一句的萬恨苦綿綿。 
又如〈夜行船〉（憶昔西都歡縱）結語是「倒金尊、殢誰相送？」一樣能呼應前面

的「自別後、有誰能共？」、〈浪淘沙〉（把酒祝東風）「可惜明年花更好，知與誰同？」、

〈少年遊〉（闌干十二獨憑春）「那堪疏雨滴黃昏，更特地、憶王孫。」、〈蝶戀花〉（欲

過清明煙雨細）「縱有遠情難寫寄。何妨解有相思淚。」這些都是作者鬱積心中的濃厚

情感的自然噴發，字字血淚皆出自肺腑，因此顯得真摯感人。 
至於歐詞以景做結者，又可分為以景語代替直述答案的寫法，以及寓情於景的寫法。 
以景語代替直述答案的寫法，如：〈玉樓春〉（春山斂黛低歌扇）「洛城春色待君來，

莫到落花飛似霰」以落花代替早歸的叮嚀，〈玉樓春〉（兩翁相遇逢佳節）「大家金盞倒

垂蓮，一任西樓低曉月」曉月低其實是說飲酒作樂直到天明，〈生查子〉（洛陽正值芳菲

節）「今宵誰肯遠相隨？惟有寂寥孤館月」只有月相隨可見行人的寂寞。 
寓情於景的寫法，如：〈少年遊〉（去年秋晚此園中）「敲遍闌干，向人無語，惆悵

滿枝紅」紅花滿枝象徵惆悵充滿胸臆，〈清平樂〉（小庭春老）「門掩日斜人靜，落花愁

點青苔」紅花落青苔的景有多美，似乎主人翁的愁就有多深，〈蝶戀花〉（庭院深深深幾

許）「淚眼問花花不語。亂紅飛過鞦韆去」花不僅不語，更飛過充滿記憶的鞦韆，實實

教人斷腸，〈蝶戀花〉（小院深深門掩亞）「薄倖未歸春去也。杏花零落香紅謝」杏花零

落不僅具體說明春去，也象徵主人翁的青春如花凋謝了就無法追回，〈浪淘沙〉（五嶺麥

                                                 
198 李若鶯：《唐宋詞鑑賞通論》（高雄：復文圖書出版社，1996 年），頁 271-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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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殘）「只有紅塵無驛使，滿眼驪山」相信讀者會跟作者一樣，滿眼驪山，同時卻是滿

心感慨，〈玉樓春〉（西湖南北煙波闊）「明朝車馬各西東，惆悵畫橋風與月」會惆悵的

當然不是畫橋風月，而是今日宴會上這些曾在此留下美好回憶的人。沈祥龍：「小令須

突然而來，悠然而去，數語曲折含蓄，有言外不盡之致。」199歐陽脩以景結情的手法確

實能達到這樣的境界。 
由以上分析可知歐陽脩以情做結時，能蓄積充沛力量衝口而出，又能如長山之蛇首

尾呼應；而以景作結時，已知要做到情景交融才能收到更大的藝術感染力，且能為作品

創造一個幽遠有餘韻的境界，難怪不只在當代能傳布極廣，即便後世詞作評賞者也對之

青睞有加。 

四、層遞結構 

一般小令詞體結構多是上片布景、下片說情，但歐陽脩的詞往往由幾個層次構成，

各個層次之間相互關聯，並呈現逐層遞進的情感邏輯，而貫串其間的則是連續不斷的意

脈，經由層次的深入可達到意境渾成的最高境界200，因此毛先舒讚美歐詞「層深而渾成」
201。如〈蝶戀花〉（庭院深深深幾許）一詞就是層深而渾成的典型： 

庭院深深深幾許。楊柳堆煙，簾幕無重數。玉勒雕鞍遊冶處。樓高不見章臺路。 

雨橫風狂三月暮。門掩黃昏，無計留春住。淚眼問花花不語。亂紅飛過鞦韆去。

（〈蝶戀花〉，頁 2006） 

上片先言「庭院深」，不但深，而且是深而又深，連用兩個深還不夠，還要問「深

幾許」，這就出現三個深，表示庭院真的是很深很深了，接著又用兩個層次的意象來展

示庭院究竟有多深──「楊柳堆煙」加上「簾幕無重數」，真是層層隔絕。但庭院深有

什關係呢？作者不直說，卻將筆盪開去寫「玉勒雕鞍」的俊美男子形象，再回來說「不

見」，到此，讀者終於明白：原來庭院太深會隔絕視線，以致女主角登上高樓都望不見

章臺路，但女主角望不見意中人果真是庭院太深的緣故嗎？言語中似乎藏有言之不盡的

幽怨情懷，上片共用四層含蓄地寫閨中女子的孤獨。 
下片不接著寫她的孤獨，卻去寫暮春景象「雨橫風狂」、又是一日將盡的黃昏，可

見雖然上片說庭院太深望不到章臺路，但她仍是從早到晚、日復一日癡癡地望，由於黃

昏更兼狂風橫雨才不得不掩門。「無計留春住」，其實是感嘆自己的青春年華在等待中跟

著春光逐漸流逝而無法挽留。結語二句「淚眼問花花不語。亂紅飛過鞦韆去」，毛先舒

分析說：「因花而有淚，此一層意也。因淚而問花，此一層意也。花竟不語，此一層意

也。不但不語，且又亂落，飛過秋千，此一層意也。人愈傷心，花愈惱人，語愈淺，而

意愈入，又絕無刻畫費力之迹」202這幾個字是經過千錘百鍊，包蘊著極強烈的感情，幾

經轉折以後，使字面上好像很平淡，骨子裡卻有深沉的含蓄，蘊含甚強的暗示力，這種

由至繁歸向至簡的寫法，達成語密意密的任務。歷來讚賞此詞的作家很多，像李清照就

說自己「酷愛之」，且和作〈臨江仙〉數闋，其實這首詞講閨情，運用的意象、語言也

                                                 
199（清）沈祥龍：《論詞隨筆》，《詞話叢編》（臺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年），頁 4050。 
200 廖泓泉：〈「層深而渾成」──論歐陽脩的詞體結構藝術〉，《內蒙古財經學院學報》第三卷第三期（2005

年 9 月），頁 78。 
201 （清）王又華：《古今詞論》引毛先舒語，《詞話叢編》（臺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年），頁 608。 
202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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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詞中常見，但因歐陽脩採用層層遞進的結構來敘述，使得詞情層層推進、累積、深

化，因而產生感人至深的藝術效果。 
又如〈踏莎行〉： 

候館梅殘，溪橋柳細。草薰風暖搖征轡。離愁漸遠漸無窮，迢迢不斷如春水。 寸

寸柔腸，盈盈粉淚。樓高莫近危闌倚。平蕪盡處是春山，行人更在春山外。（〈踏

莎行〉，頁 1997） 

金聖嘆評此詞「章法極奇」203。前半自敘，後半代家裡敘，上片分二層，第一層寫

分別情景，第二層透過「漸……漸……」的遞進結構，把離愁之情與春水之景綰合起來，

描繪出離愁的無窮，這個比喻是眼中景和心中感悠然神會的結果，筆法亦賦亦比亦興，

十分巧妙而自然；過片兩對句看似由行人轉寫思婦，其實是行人對居者的想像之詞。上

下片的關係並非並列，而是遞進，上片結尾講到行人自己離愁迢迢，因此下片二句不由

得懷想對方也正在憑高遠望思念自己，這正是透過一層從對面寫來的手法，因此又比上

片更深一層。第三句則是行人在心中囑咐閨中人的話，為什麼莫憑欄呢？詞情到此又是

一個大轉折，歐陽脩極為擅長運用這樣頓挫的筆法製造意外的高潮。結尾兩句補足「莫

近危闌倚」的原因，且將詞境推到最高潮，原來行人不僅想像到閨中人登高懷遠，更能

深入為對方設想，明白對方心靈對自己的追尋，將越過春山的阻礙，伴隨行人直到天涯

海角。而這一切都是行人的遙想，這個遙想事實上正是行人離愁深化的表現，也使得整

首詞不僅充滿畫面美，更具有深遠的境界。 
再看〈玉樓春〉： 
別後不知君遠近。觸目淒涼多少悶。漸行漸遠漸無書，水闊魚沈何處問。 夜深

風竹敲秋韻。萬葉千聲皆是恨。故欹單枕夢中尋，夢又不成燈又燼。（〈玉樓春〉，

頁 2021） 

上片首句模仿李煜「別來春半，觸目愁腸斷」起筆，總共分三層：分別觸目淒涼是

一恨，無書是一恨，無處探聽消息又一恨；下片有深夜無眠為一恨，聞風竹聲一恨，「而

夢中難尋，恨更深矣」，偏偏「燈又燼」復成一恨。正如唐圭章評析此詞時所言：「此首

寫別恨，兩句一意，次第顯然……層層深入，句句沉著。」204 
〈浪淘沙〉可分五層： 
萬恨苦綿綿。舊約前歡。桃花溪畔柳陰間。幾度日高春垂重，繡戶深關。 樓外

夕陽閒。獨自憑闌。一重水隔一重山。水闊山高人不見，有淚無言。（〈浪淘沙〉，

頁 2036） 

相思為一愁，想起舊約前歡又一愁，下片黃昏獨立為一愁，遠望不可見為一愁，有

淚無人可訴又一愁。 
〈蝶戀花〉（越女採蓮秋水畔）的「照影摘花花似面。芳心只共絲爭亂。」也可分

五層，第一層：採蓮女子先是臨水照影，第二層：接著伸手採蓮；第三層，感到花如人

面不忍去摘；第四層：芳心亂，第五層：心亂如藕絲。 
歐詞之所以受到後人推崇，與他在章法上的創新不無關係，而層層關聯、逐層遞進

的邏輯性，應是這種結構的表現特徵之一。 

                                                 
203 （清）金聖嘆：《唱經堂批歐陽永叔詞十二首》），《金聖嘆全集》（四）（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

年 7 月），頁 758。 
204 唐圭璋：《唐宋詞簡釋》（臺北：鼎文出版社，2001 年），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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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詩詞章法異同 

一、詩詞共通處 

（一）透過章法營造深遠的意境 

章法是文學作品達到形式美的重要手段，歐陽脩擅長運用謀篇布局的技巧，組織完

善的結構，使篇章合乎秩序、富於變化、形成聯絡，最後達致統一和諧的美的最高境界，
205而這種美的境界顯然不只是文章，且是所有文學作品都欲追求的目標，詩詞自不例

外，而後世評論家對歐詩和歐詞的章法安排也都極留心、極讚賞。 
前人認為歐陽脩以文入詩的技法之一就是注重章法結構的安排，如方東樹說：「學

歐公作詩，全在用古文章法」206，劉德清也說「歐陽脩以文為詩，又表現在以古文章法

寫詩，脈絡分明，而又使詩作具有散文式的跌宕錯落之美。」207  
歐詞「深」的這個特色也與其重視結構布局有極大的關係，如毛先舒讚美〈蝶戀花〉

（庭院深深）：「層深而渾成」208，金聖嘆評〈踏莎行〉（候館梅殘）：「章法極奇」209，

唐圭章賞析〈玉樓春〉（別後不知君遠近）說：「次第顯然」、「層層深入，句句沉著」210。 
從前人對歐陽脩詩詞章法整體印象式的評論中，我們可知歐陽脩確實是將他在古文

創作上的成功經驗移植到詩詞創作，藉由章法結構的安排來營造出詩境與詞境的深遠境

界。 

（二）層層遞進的抒情策略 

不同的章法在不同類型的文章中運用的程度本就不相同，詩詞都屬形象性文章，因

而經常使用時空法，情感在今昔交錯、虛實相映的時空安排中層層推進，歐詩喜用今昔

今的追述手法，又喜用翻疊法承轉文意，而歐詞過片往往跳躍極大，但各個層次之間又

相互關聯，呈現逐層遞進的情感邏輯，詩與詞都經由層次的深入達致意境渾成，而這種

層次的遞進又往往由時空安排來表現，只是詩的篇幅長，時空變化間距較大，而詞篇幅

短，所以時空交錯的間距小，顯得章法更靈活、變化多端。 
歐陽脩寫詩經常在一句或兩句之內，包容二層意思回環重疊，含意層折有味的效

果。如〈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後篇，將時空安排分作古、今、胡、漢數層，層層入裡，

用意不斷累增，感情在有限的字數裡層層累荷，終至抵達飽和點，因此更具有強烈的爆

發力。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十二即讚賞此詩章法：「思深筆折」，稱之為「逆捲法」。

歐詞則往往由幾個層次構成，再由連續不斷的意脈貫串其間，情感逐層遞進而深化，廖

                                                 
205 仇小屏：《篇章結構類型論》（臺北：萬卷樓圖書公司，2000 年 2 月），頁 3。 
206（清）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十二（臺北：漢京文化事業公司，2004 年《四部刊要》集部‧詩文評類），

頁 275。 
207 劉德清：《歐陽脩論稿》（北京：北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 年 9 月），頁 216。 
208（清）王又華《古今詞論》引毛先舒語，收入唐圭璋《詞話叢編》（臺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年），

頁 608 。 
209（清）金聖嘆：《唱經堂批歐陽永叔詞十二首》），《金聖嘆全集》（四）（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

年 7 月），頁 758。 
210 唐圭璋：《唐宋詞簡釋》（臺北：鼎文出版社，2001 年），頁 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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泓泉就稱之為「層深而渾成體」211 ，如〈蝶戀花〉（庭院深深深幾許）一詞就是層深而

渾成的典型而受到歷來詞評家的注意。 

二、詩詞相異處 

以上就整體章法來看，歐詩與歐詞都極重視章法的起承轉合及情感層層遞進的安排

手法，但若就細部而言，歐詩開頭喜用寫景、近體結尾喜用寫景、古詩結尾常說理點題，

與歐詞起拍多用敘事句或描寫動態景物，結拍部分則以情結拍居多，以景結情較少的情

況又略有不同。 

（一） 開頭 

詩較詞穩重，詞較詩靈活，歐詩的開場往往用兩句詩揮灑一幅寬闊的壯麗山水，如

「清流關前一尺雪，鳥飛不度人行絕」、「長河秋雨多，夜插寒潮入」，歐詞則以敘事句

交代背景開頭居多，如「紅樓昨夜相將飲」、「永日環堤乘綵舫」、「越女採蓮秋水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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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露裛嬌黃風擺翠」、「雪雲乍變春雲簇」、「水浸秋天風皺浪」。

取景的不同當然與詩詞追求的趣味不同有關，所以歐陽脩詞作中疏朗豪邁的部分就會引

起我們極大的興趣，並被認為是受到詩的影響，如〈朝中措〉：「平山闌檻倚晴空。山色

有無中」。 

（二）結尾 

詩歌結尾若能以景結情並作到情景交融，就能達到情韻悠然、裊裊不絕的效果，所

以歐詩近體的部分往往以景收束，歐詞則受限於詞體上片寫景下片抒情的結構傳統，因

此以情結尾者居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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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比較歐詩與歐詞在章法安排上的異同，發現詩與詞皆為廣義的詩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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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脩詩詞謀篇上擅

長運用層層遞進深化情感的章法結構，因此我們可以發現在這個方面，歐陽脩的詩與詞

確實有其創作慣性和共相，只是因詩詞在體制規定和意趣要求畢竟不同，因此仍會呈現

同中有異的殊相，這些相異處往往只是程度上的差異，而非本質上的不同，然而詩詞情

趣的差別就是在這些細微處去品味、分辨。 
 

                                                 
211 廖泓泉〈「層深而渾成」──論歐陽脩的詞體結構藝術〉，《內蒙古財經學院學報》第三卷第三期（2005

年 9 月），頁 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