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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詩詞修辭的比較 

第一節  歐詩的修辭特色 

一、好用顏色字 

喜用顏色字是歐詩一貫的風格，不論是遊山玩水之餘描摹景物之用，或是描寫形貌

衰頹、人事變化、傳達內心感慨，他都喜歡在詩句中加上顏色字，據江正誠的統計212，

歐陽脩詩集中所用的顏色字依使用頻率多到寡排列，計有白、青、綠、黃、紅、翠、紫、

蒼、朱、碧、金、丹、黑、玉、雪、素、皤、烏、赤、瓊、翡翠。其中用白字次數最多，

描寫對象則以「白髮」、「白首」、「白頭」最多，而且，我們進一步觀察到歐陽脩特別喜

歡以「青」與「白」對舉，例如用「青衫」對「白首」來傳達今非昔比之嘆，如： 
昔日青衫令，今為白髮翁。（〈秀才歐世英惠然見訪，於其還也，聊以贈之〉，頁

193） 

昔日青衫遇知己，今來白首再升堂。（〈紀德陳情上致政太傅杜相公〉二首之二，

頁 194） 

青衫代表年輕的讀書人，白髮則代表老人，青衫與白首的對照中，寄寓了歐陽脩許

多人生的感慨，人生在世數十載，詩句的一青一白卻將時間壓縮，轉瞬間便人事全非，

從而加強詩人感嘆的力道。 
歐陽脩寫景愛用顏色字敷塗山水，如「春深紫蘭澤，夏早黃梅雨。」（〈送劉十三南

遊〉），用顏色字渲染、妝點自然，不但使自然充滿蓬勃的生氣，也使詩句充滿色澤之美。

但更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抒情詩中出現的色彩字，如悼念亡妻的〈綠竹堂獨飲〉： 
夏篁解籜陰加樛，臥齋公退無喧囂。清和況復值佳月，翠樹好鳥鳴咬咬。芳樽有

酒美可酌，胡為欲飲先長謠。人生暫別客秦楚，尚欲泣淚相攀邀。況茲一訣乃永

已，獨使幽夢恨蓬蒿。憶予驅馬別家去，去時柳陌東風高。楚鄉留滯一千里，歸

來落盡李與桃。殘花不共一日看，東風送哭聲嗷嗷。洛池不見青春色，白楊但有

風蕭蕭。姚黃魏紫開次第，不覺成恨俱零凋。榴花最晚今又拆，紅綠點綴如裙腰。

年芳轉新物轉好，逝者日與生期遙。 （〈綠竹堂獨飲〉，頁 724） 

詩人夏夜獨坐綠竹堂，不但無塵俗喧囂，還有幽靜美境：空氣「清和」、「佳月」當

空、「翠樹」、「好鳥」，還有「芳樽美酒」，氣氛這麼美好，然而詩人卻因思念亡妻而暗

自傷悲；春去夏來的季節，洛池已不見青春色，只剩白楊蕭蕭的身影，春天美麗熱鬧的

牡丹早已凋謝，就連最晚綻放的榴花現在也要走了，春天走了，就像必須與妻子永訣，

然而隨著時光流逝，春天還會再回來，明年春天「姚黃魏紫」會再開，也許更嬌豔更動

人，死去的親人卻一天天遠離生者了。詩人使用多種顏色字鋪陳渲染的美景，反襯出其

心中的落寞與悲傷。 

更多時候歐陽脩會直接用顏色字抒懷： 
行樂不及早，朱顏忽焉衰。（〈答呂公著見贈〉，頁 76） 

芳歲忽已晚，朱顏從此衰。（〈奉答原甫九月八日見過會飲之作〉，頁 136） 

                                                 
212 江正誠：《歐陽脩的生平及其文學》（臺北：國立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論文，1978 年），頁 430-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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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將白髮見青山。（〈再至西都〉，頁 176） 

莫嫌白髮擁朱輪，恩許東州養病臣。（〈讀易〉，頁 247） 

前二例都是以具體的朱顏代替抽象的年輕，而後二例則都是以具體的白髮代表抽象

的年老，總之都是感嘆年華老去，而以白髮、朱顏取代年老、年輕不但使情思具象化，

還敷以顏色，以鮮豔的視覺效果增加情感的渲染力，尤其是第三、四例句中，又以紅白、

青白互相對照，更加搶眼，更能引起讀者的注意。 
雖然歐陽脩一直維持喜用顏色字的習慣，但因年紀漸長、技巧精進及注意力有別，

所以前後期風格又有不同，應當分別論述： 

（一）早期 

歐陽脩早期多於寫景詩作中運用顏色字，一方面以顏色字如實勾繪自然色澤，或以

之活潑畫面；另一方面又喜用綠、青、白、紅幾種基本色，且將顏色字置於句首或句末，

製造明快響亮的色彩效果，而由於這類顏色形容詞與生活的原型很接近，用它們狀物寫

景將留下直接深刻的印象，產生真切動人的效果；同時，詩人會以物體本身質性所包含

的色感構設詩意，又以色彩代指詩人心情，以簡單明白字詞生動地點畫詩人身分及心態。 
早期歐詩有許多描寫自然風物的作品，有時會著重於描寫所見所聞的景緻，希望能

在詩中如實地再現自然美景，甚至引人嚮往之；有時則借美景反襯悲情或是烘托渲染歡

愉之情。如：「紅房紫（艹含）處處有，騎馬欲尋無故人。」（〈送張屯田歸洛歌〉）只是

以顏色字修飾景物，但於一句中使用二種顏色，故能營設繽紛眩目的視覺效果，這一類

詩句大部分都出現在記敘山野景緻的詩中，藉以描繪一幅宜人的風光，有時可反襯詩人

的落寞心情；少數例子是同時做為映襯詩人際遇與心境之用，而此時色彩所欲傳達的就

非耀眼華彩，而是滄桑對比，例如：「羞將白髮見青山。」（〈再至西都〉） 

又如：「綠芷雜芳浦，青溪含白石」（〈答錢寺丞憶伊川〉）這一類詩句，一聯之中涵

括二種或二種以上色彩，上下對位，形成亮麗鮮明的畫面。詩人慣將顏色字置於句首，

在讀者還來不及看清物象前，先被鮮豔的顏色吸引，似乎整個畫面都布滿了純淨亮麗的

色彩，詩中景緻呼之欲出，讓讀者留下強烈的印象。像這首詩，歐陽脩先讓錢惟演看到

詩中有畫的洛陽春景，引人遐想，後面接著「山阿昔留賞，屐齒無遺跡。惟有巖桂花，

留芳待歸客。」對「物是人非」的感嘆自在其中。 
再如：「楚柚煙中黃，吳蓴波上紫。」（〈聞梅二授德興令戲書〉）在此例中，顏色字

除了可如實具現景物色澤之外，居於句末音節停頓處，又能收突顯色澤、留存停格畫面

之效，達到強調的功效。而且依句法來說，黃和紫由形容詞變動詞，不但增添詩句動態

變化之妙，還可活潑畫面，使全句生氣煥發，以此接續上聯「江山故國近，風物饒陽美」

果然能令人對楚地秋季風物之美留下深刻的印象。  

（二）中期 

中期的歐陽脩較偏重抒發自我情思、闡論事理，長篇鉅製的古詩大量增加，寫作對

象不同，手法亦隨之改變，不如早年重視修辭用字等細節，轉而較關注句式、章法等結

構性技巧，此期顏色運用樣態不如前期繁複，較少刻意修飾或安排色澤，多半只是單純

的畫面呈現，喜歡在同句或一聯中，形設二種或二種以上的顏色，將明度彩度甚高的紅

綠、紅紫、青白等顏色相對舉，予人更強烈眩目的視覺意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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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朝試去繞園尋，綠李橫枝礙行馬。蒲萄憶見初引蔓，翠葉陰陰還滿架。紅榴最

晚子已繁，猶有殘花藏葉罅。人生有酒復何求，官事無了須偷暇。古云伏日當早

歸，況今著令許休假。能來解帶相就飲，為子掃月開風榭。（〈初伏日招王幾道

小飲〉，頁 38） 

詩人以明度、彩度甚高的「紫」「翠」、「紅」「綠」相對舉，營造出夏日眩目的美景

及熱鬧的氣氛來邀請朋友一起飲酒，偷得浮生半日閒。其他還有「紅樹青山日欲斜，長

郊草色綠無涯」（〈豐樂亭遊春〉三首之三）、「朱欄綠竹相掩映，選致佳處當南軒」（〈菱

溪大石〉）等。 
同時詩人也經常以顏色字的對照，反映其境遇及心情，此期經常借由色彩的塗染，

將抽象的心境鮮明地呈顯眼前，比直接慨嘆更有含蓄不盡的韻味，如： 
世事紛然百態新，西岡一醉十三春。自慚白髮隨年少，猶把金鍾勸主人。黃鳥亂

飛深夏木，紅榴初發艷清晨。佳時易失閑難得，有酒重來莫厭頻。 （〈去思堂

會飲得春字〉，頁 810） 

詩人感嘆光陰流逝之速難以追摹，雖然在座都比他年輕，他仍要勸酒，因為像今日

這樣美好的佳日是易失的，大家能共聚一堂更是難得的，所以千萬不要推辭，應該盡情

地喝酒啊！就是因為此時的他已經歷過人世的滄桑，明白機緣稍縱即逝，所以更珍惜每

一次與好友聚首的機會。詩中以白髮與金鍾相對，金黃色象徵高貴富麗，黃與白映照出

詩人對朋友真誠的熱情。 

（三）晚期 

隨著年歲增長，歐公對色彩的運用更加自然順暢，晚期詩作運用顏色字已完全沒有

勉強雕琢的痕跡，本期的特色是特別喜用白字，尤其經常出現「白髮」、「白首」、「白頭」，

可見其晚年自嘆衰老的心情常流露於字裡行間，如「白首歸來玉堂署」（〈禁中見鞓紅牡

丹〉）、「白首歸田徒有約」（〈夜宿中書東閤〉）。其次是相較於以前，本期更常以顏色字

來做類疊，因此出現同一顏色重複出現，如： 
紅牋搦管吟紅藥，綠酒盈樽舞綠鬟。自是風情年少事，多慚白髮與蒼顏。（〈答

子華舍人退朝小飲官舍〉，頁 200） 

君家白鶴白雪毛，我家白兔白玉毫。（〈思白兔雜言，戲答公儀憶鶴之作〉，頁

101） 

前一例的「紅藥」其實是牡丹，「綠鬟」則指年輕女子。顏色運用上，除了可注意

以「紅牋」對「綠酒」、「紅藥」對「綠鬟」之外，還可注意上聯出現兩個紅而下聯出現

兩個綠，律詩本來是忌諱字面重出的，但用在此處卻能強調歌舞青春的活潑生氣，又有

音韻複沓之妙，再與下聯蒼顏白髮相對映，不但有年輕與年老的意義相對，還有紅綠對

蒼白的顏色相對，因此作者想營造的年輕的鮮豔概念與年老的蒼白概念對比就更加強

烈。後一例因為是古詩所以句法寫作上更可以行雲流水，只更動少數字眼而製造同中求

異、異中求同的趣味，以此展開下文的鶴兔對照呼應。由此可觀察歐公晚年詩歌創作運

用顏色點染詩情的技巧已臻高妙。 
 
歐陽脩詩句中的顏色字運用，還可注意到顏色字的「虛化」現象──以虛色襯托實

色，有時看似矛盾卻能造成強烈的修辭效果，如「莫嫌白髮擁朱輪」中的朱輪襯托白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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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綠酒盈樽舞綠鬟」中的綠鬟則更進一步化實為虛，化景語為情語，讓實色虛化成為詩

意情趣的觸發點，顏色字的虛化甚至可以成為情志的象徵，例如「野卉蠻花鬥紅紫」以

紅象徵熱情活力，「磨以玉粉緣金黃」以黃象徵高貴富麗，「徐生純明白玉璞」以白象徵

品格潔淨高尚。 

二、好用疊字 

歐詩中常見疊字，乃受《詩經》以「灼灼狀桃花之鮮，依依盡楊柳之貌，杲杲為出

日之容，瀌瀌擬雨雪之狀，喈喈逐黃鳥之聲，喓喓學草蟲之韻」213影響，以疊字表示具

體的情貌，增強詩句的筆力，不僅「以少總多，情貌無遺」214，更能增添詩句聲調之美

感。 

（一）疊字作用 

1.以疊字狀聲 

歐陽脩善於聆聽自然界萬象聲響，並與物有情，所以其筆下世界充滿各式各樣作者

獨到的聽覺感受，又能營造多重感官刺激的意境，使讀者身歷其境，最著名的代表作就

是〈秋聲賦〉，其實由於詩作篇幅受限，因此對聲音的捕捉與再現是比散文更精準而靈

活的。 
歐陽脩學識廣博，深曉豐富的詞彙，善於巧妙運用各種疊字，使詩句更鏗鏘有力。

描寫自然界的聲音，如：風聲有習習、颯颯、獵獵、蕭蕭；描繪風雨聲有颯颯、隆隆、

隱隱；描寫車馬聲有喧喧、碌碌、隆隆、蕭蕭；形容鳥聲有嚶嚶、聒聒、喈喈、切切淒

淒、咿咿呦呦、啾啾、咬咬、關關；以撥撥形容魚游聲；以薨薨、營營、嘒嘒形容昆蟲

聲等等。他非但能狀自然之聲，也能狀樂器或機械之聲，如：琴聲是泠泠、軋軋，鼓聲

是砍砍、潭潭，機杼聲是唧唧。 

2.以疊字形容物態 

隨詩情需要，雲的狀態有冥冥、慘慘、淡淡、濛濛的不同；春雨濛濛、夏雨涼纖纖；

星光閃爍也有煌煌、迢迢、耿耿、燦燦的不同；形容月光則有皎皎、鱗鱗、亭亭等變化；

形容各種水文的姿態更是多變，江水灩灩、野水悠悠、流水潺潺、幽泉涓涓、蒼海茫茫、

綠波渺渺、秋水沄沄、河水滔滔、汴河決決、洪河洶洶；形容樹葉茂密者有陰陰、層層、

斑斑、蓑蓑、團團的不同；形容各色花卉樹木則有紫薇亭亭、稻花漠漠、菊花鮮鮮或豔

豔、楊柳依依、古柏鬱鬱、落花紛紛。 

3.以疊字形容人事 

形容老態有蒼顏鬱鬱、白髮揖揖、鬢髮蒼蒼；形容賢才有侁侁弟子（眾多貌）、英

英少年子（俊美貌）、翹翹名家子（高顯貌）、堂堂千人英、嚴嚴古衣冠；形容氣節或心

情有凜凜、昭昭、閔閔、浩浩、熙熙、蚩蚩、茫茫、怳怳、桓桓；形容時間有悠悠、久

                                                 
213 劉勰《文心雕龍‧物色第四十六》卷十（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 年），頁 51。 
214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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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歲歲、日日、夜夜、時時、匆匆、忽忽、朝朝暮暮；形容數量有區區、小小、屑屑、

家家、處處。 

4.靈活運用疊字詞的多義性 

歐陽脩善用疊字不僅可從上述的疊字用途之廣泛看出，還可從他對同一組疊字使用

上的靈活度看出，例如「悠悠」和「依依」，這兩組疊字在歐詩出現次數都在十次以上，

但用法卻又各可分為三至四種，先看「悠悠」： 
（1）以悠悠表示飄揚的樣子，如： 

悠悠遠絮縈空擲，愁思織春挽不得。 （〈春寒效李長吉體〉，頁 757） 

素幕悠悠逗曉風，行隨哀挽出深宮。（〈續作永昭陵挽詞〉五首之四，頁 225） 

（2）以悠悠表示閒適、從容不迫的樣子，如： 
悠悠水中魚，出入藻與萍。（〈竹間亭〉，頁 67） 

崑丘蒙谷接新亭，畫舸悠悠春水生。（〈和原父揚州六題：自東門泛舟至竹西亭登

崑丘入蒙谷戲題春貢亭〉，頁 214） 

（3）以悠悠表示長遠的樣子，如： 
悠悠百年一瞬息，俯仰天地身醯雞。（〈寄聖俞〉，頁 80） 

清風嫋嫋夜悠悠，瑩蹄文角車如流。（〈答梅聖俞莫登樓〉，頁 100） 

（4）以悠悠表示憂思的樣子，如： 
百年夸奪終一丘，世上滿眼真悠悠。 （〈奉使道中寄坦師〉，頁 769） 

悠悠身世比浮雲，白首歸來潁水濆。（〈退居述懷寄北京韓侍中〉二首之一，頁 829） 

次看「依依」： 
（1）以依依表示柔弱的樣子，如： 

槐柳依依禁籞長，初寒人意自凄涼。（〈崇政殿試賢良晚歸〉，頁 233） 

依依帶幽澗，隱隱見孤岫。（〈初夏劉氏竹林小飲〉，頁 763） 

（2）以依依表示留連不忍離去的樣子，如： 
積雨新晴漲碧溪，偶尋行處獨依依。（〈初夏西湖〉，頁 831） 

依依渡口夕陽時，卻望層巒在翠微。（〈和丁寶臣遊甘泉寺〉，頁 12） 

（3）以依依表示仍舊之意。 
東州負海圻，風物老依依。（〈歲暮書事〉，頁 246） 

雲際依依認舊林，斷崖荒磴路難尋。（〈樵者〉，頁 187） 

 
由以上舉例可知歐陽脩學識廣博、詞彙十分豐富，疊字不僅運用的用途廣泛，類似

狀況可選擇不同疊字來精確形容，而同一組疊字也可運用在不同情境，予人不同的感

受，不過，要說將疊字作用發揮得淋漓盡致，還須考察歐陽脩疊字在詩句出現的位置及

其產生的聲情效果。 

（二）疊字的聲情效果 

1. 帶起全句氣氛 

將疊字置於句首，帶起全句氣氛，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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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遲顧我不欲去，問我無窮慚報寡。（〈送孫秀才〉，頁 52） 

喧喧動車馬，共出古都門。 （〈送王汲宰藍田〉，頁 149） 

例一先於句首以疊字描寫來訪者流連不去的情景，將孫秀才依戀不捨的心情刻劃得

分外傳神。以疊字帶出全詩，讀者的注意力就會被重疊音響吸引，然後往下吟誦才知道

詩中所欲傳達的意義，舒緩了音節的強度，五言詩全句字數少，因此疊字的聲音效果更

加顯豁，如第二例，和〈和陸子履再遊城西李園〉「車馬喧喧走塵土」相較便可感覺出

力度的不同。雖然疊字本身就具備增強表現的功用，但句中的位置安排、全句字數多寡

等因素仍會影響疊字的力量，就此而言，歐陽脩將疊字置於句首的作法甚為可取。 

2. 增添餘韻 

將疊字置於句末音節停頓處，甚至連續出現，可增添詩句餘韻，如： 
秋風吹越樹，歸旐自飄飄。（〈弔黃學士〉三首之二，頁 151）  

執手意遲遲，出門還草草。（〈春使道中作〉三首之一，頁 795） 

古人吟詠事物時，發覺有時單字不足以盡態、暢氣，故而需要延長聲調以完足氣息，

因此創造出疊字等複音詞組。詩人創作詩歌時聲情必然要配合詩情，因此疊字居於句末

往往能收綰詩意使全句意涵完整，同時也予人言雖盡而音韻猶存的感受，在摹狀物態物

聲之外別添情韻。若像第二例接連兩句都是如此，朗誦至末句時，韻律固定有所改變，

似波浪般起伏變化，則可在整齊凝煉中又帶著流動瀟灑的旋律，這一類接連兩句將疊字

置於句末的情況較常見於後期，可見歐陽脩晚年疊字運用已至出神入化之境。 

3. 製造音節抑揚頓挫的音樂性 

將疊字置於句中，製造音節抑揚頓挫的音樂性，如： 
遊魚撥撥不盈寸，泥潛日炙愁暴鰓。（〈盆池〉，頁 131） 

畫簾陰陰隔宮燭，禁漏杳杳深千門。（〈啼鳥〉，頁 41） 

疊字詞的音節比一般由兩個異字所構成的複詞詞組輕而短，位於句中，會使吟詠時

突然出現重複的聲音改變音節停頓的時間，然後又一轉為平常的節奏，長短起伏的音律

不但會增添抑揚頓挫的聲調之美，更使全句音響焦點集中於此。 

4. 使音樂性更強烈 

疊字佔詩句二分之一以上位置，使全句音樂性強烈，如： 
清風嫋嫋夜悠悠，瑩蹄文角車如流。（〈答梅聖俞莫登樓〉，頁 100） 

天冥冥，雲濛濛，白兔擣藥姮娥宮。（〈白兔〉，頁 766） 

例一的二組疊字位於句中和句末，並非擬聲而連用疊字，使全句焦點都被疊字占

奪，營造出悠揚裊娜的情韻，更增元宵夜的聽覺美感。例二的前二句只三個字，音節原

就較短促流利，其中又含二個疊字，使節奏更加急促密集、簡潔有力，再與下句七言配

合，聲調變化之中更添詩句音韻之美。 
 
由以上對歐詩疊字使用狀況的分析，可知歐陽脩將疊字作用發揮得淋漓盡致，不僅

運用的用途廣泛，以之狀聲、摹物、寫情，無所不容，類似狀況還可選擇不同詞彙來做

精準的形容，而同一組疊字也可運用在不同情境，予人不同的感受，考察疊字在詩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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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的位置及其產生的聲情效果，發現歐陽脩對於利用疊字詞音節輕短的特性，配合詩情

製造出絢爛多變的聲情，更殊為可貴。 

三、好用數字 

（一）數字入詩的意義 

歐詩常用數目字，從一到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歐陽脩都能將它恰當地嵌

入詩句中，且使詩句更傳神，甚至曾創作一首〈數詩〉，將數字一至十依次入詩，雖屬

遊戲之作，但由此可見他對數字入詩的獨特興趣及寫作技巧。 
一般來說數字入詩可分為實指和虛指兩類，歐陽脩善用數字入詩來精確記錄他的生

活經歷，使情感更真實，如〈贈沈遵〉：「我時四十猶彊力，自號醉翁聊戲客。爾來憂患

十年間，鬢髮未老嗟先白。」作者追述貶滁自號醉翁當時的心境，猶有「聊戲客」的成

分，對照十年後的今天，其間又經歷許多憂患，使得自己未老先衰，因為數字入詩坐實

詩人的苦難，因此作者的感嘆有了更堅強的後盾，從而加強詩句的感染力。 
另一種虛指的數字則多半是用來製造對比或誇飾的效果，借以吸引、凝聚讀者的注

意力，如〈琵琶亭〉：「今日始知予罪大，夷陵此去更三千」，以三千誇飾被貶之遙，由

此突出「始知予罪大」的複雜心情：有對前途的不安、直言被貶的挫折、甚至是直言竟

被貶這麼遠對「罪罰不相襯」的抗議。 
據江正誠的統計，歐詩使用數字的次數約有四百七十八次之多，其中辭彙「一」言

「一樽」者最多；「二」言「兩鬢」者最多；「三」言「三朝」者最多；「四」言「四時」

者最多；「九」言「九州」者最多；「十」言「十年」者最多；「百」言「百年」者最多；

「千」言「千里」者最多；「萬」言「萬物」者最多。215由這些統計可看出歐陽脩對數

字的運用習慣，一則常與其自身經歷、心境相關，如其性嗜酒故多言「一樽」，常嘆老

故多言「兩鬢」，曾侍奉三任皇帝故多言「三朝」，被貶外放十年對他人生意義重大故常

言「十年」；一則是他善用虛數來誇飾或對比，如「百年」、「千里」、「萬物」。 

（二）數字入詩的聲情效果 

以下進一步歸納歐陽脩使用數字入詩的情況及聲情效果： 
1.指實時間或事物的數量，如： 

四時慘舒不可調，冬夏寒暑易鬱陶。（〈送子野〉，頁 735） 

空餘一派寒巖側，澄碧泓渟涵玉色。（〈和丁寶臣遊甘泉寺〉，頁 12） 

今年七月妹喪夫，稚兒孀女啼呱呱。季秋九月予喪婦，十月厭厭成病軀。（〈送

張屯田歸洛歌〉，頁 734） 

這類用法在歐詩中出現頻率極高，此種用法同於一般情理，技巧並無特殊之處，但

宋人喜以數字入詩的，恐怕要以歐陽脩為最，這大概跟宋型文化的特色及他本人的個性

有關，歐陽脩和其他宋朝大詩人一樣，是學者出身，治學嚴謹，講求思辨，年輕時又以

史學起家，實事求是的性格，使他作詩、論詩也極為重視精準確實，習慣明白交代時日、

數量，不願含糊帶過。 

                                                 
215 江正誠：《歐陽脩的生平及其文學》（臺北：國立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論文，1978 年），頁 412-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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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一聯或一句中將數字對舉，製造對比，以突顯目標，如： 

千峰返照外，一鳥投巖去。（〈遊龍門分題十五首之二．下山〉，頁 5） 

我欲四時攜酒去，莫教一日不花開。（〈謝判官幽谷種花〉，頁 183） 

徘徊繞樹不忍折，一日千匝看無時。（〈千葉紅梨花〉，頁 11）  

人生一世中，一步百險艱。（〈感春雜言〉，頁 83） 

數字在此或許有部分指實作用，但詩人主要目的是為了製造意象上的對比效果，更

不惜以數字來誇飾，簡單而明白地突出主題，以此襯顯詩人心情。如第一例，上句「千

峰」營造十分遼闊的背景，襯出下句「一鳥投巖」的意象，強烈烘托出孤獨的情緒。第

三例的「一日千匝」及第四例的「一步百險」更因數字出現在同一句中距離十分接近，

因此形成的對比效果更加宏大強烈，所以讀者將輕易被詩人說服：詩人果然是真的很「不

忍」，所以一日繞三匝；也不得不認同：人生一世中是真的十分「艱」，你看，一步就有

百種險。前二例是絕句，後二例是古詩，皆不需講求對仗，但詩人刻意於此安排相互對

比的數字，形設簡單、確實的意象，使讀者不得不特別注意密集出現的數字，從而知曉

詩句的重點所在。 
3.為了音節韻律目的，重複使用同一數字或在詩句中接連出現數字，如：  

自高瀉下若激箭，一直一曲一千里。湍雄衝急乃迸溢，其勢不得不然爾。（〈鞏縣

初見黃河〉，頁 726） 

眾芳勿使一時發，當令一落續一開。畢春應須酒萬斛，與子共醉三千盃。（〈歸鴈

亭〉，頁 754） 

白溝南望如掌平，十里五里長短亭。（〈馬齧雪〉，頁 92） 

欲知歸計久遷延，三十篇詩二十年。 （〈答資政邵諫議見寄〉二首之二，頁 251） 

這些數字或許兼有前二種作用，但最特別的是數字在此能形成音律上的美感，增強

詩意。如第一例描寫初見黃河，黃河水勢壯大給他帶來極大的震撼，詩人形容水的流速

快如飛箭「一直一曲一千里」，三個「一」反覆出現，唸起來就有極響亮的聲音和強烈

的節奏感，特別具有頓挫作用，從聽覺上增加詩句聳動人心的力量，黃河奔騰洶湧的水

勢就如逼目前了。歐陽脩早年較常重複使用「一」，年紀漸長，技巧越高超，數字運用

的變化較多，以數字構成的詞組密集地出現一句詩中，由於間隔距離很近，所以能創造

如同波浪起伏般的韻律之美，〈鬼車〉一詩就是此類代表作之一： 
名為鬼車，夜載百鬼凌空遊。其聲雖小身甚大，翅如車輪排十頭。凡鳥有一口，

其鳴已啾啾。此鳥十頭有十口，口插一舌連一喉。一口出一聲，千聲百響更相酬。

昔時周公居東周，厭聞此鳥憎若讎。夜呼庭氏率其屬，彎弧俾逐出九州。射之三

發不能中，天遣天狗從空投。自從狗嚙一頭落，斷頸至今青血流。爾來相距三千

秋，晝藏夜出如鵂鶹。每逢陰黑天外過，乍見火光驚輒墮。有時餘血下點污，所

遭之家家必破。（〈鬼車〉，頁 137）  

此段詩文中數字有實有虛，結合指實、對比、音韻三種用法，魚貫排列接連而出，

炫人耳目，不僅使人眼花撩亂弄不清實際情況，增加鬼車的詭異形貌，也使詩歌音韻律

動更添美感。 

四、好用虛字及句式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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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詩學中將詞分為實詞（字）和虛詞（字）二種，實詞包含名詞、動詞、形容詞，

其他無實在意義，僅具語法意義的則歸為虛詞。歐詩中出現的虛字頗多，如「而」出現

八十八次，「乎」九次，「也」十六次，「矣」廿二次，「猶」一百六十一次，「自」三百

九十五次等，歐詩多用虛字和句式不合常格往往是論者考察歐詩散文化現象時觀察重

點，但此章提出這項特色的目的不在討論歐詩的散文化，而是希望研究歐陽脩如何使用

虛字和句式變化來增加詩意。 

（一）以虛字創造「容與閑易」的風格 

虛詞較實詞輕靈活脫，更適合於表達抽象的內在情思。一般虛詞在詩歌中的修辭作

用有二：一是附著在各類實詞之上，對實詞產生種種修飾、形容、限定的作用，使實詞

的意義更鮮明、更醒豁。二是透過相關的虛詞，使得全篇呼應自然，輾轉自如，構成一

個完整的藝術晶體。216例如絕句創作規律要在第三句轉折得好，使全詩呈現婉轉變化的

絕妙意境，往往離不開第三句所用的虛詞。詩講究精煉，所以重視實詞的堆疊，但實詞

過多又將造成意象凝滯、語義不清，必須以虛詞加以綰合、調劑，因此實詞是作品的骨

骼，而虛詞的運用則可看出作者的性情。蘇洵〈上歐陽內翰第一書〉評論歐陽脩散文風

格是「條達流暢，無所間斷……容與閑易，無艱難勞苦之態」217，移之於歐詩似乎亦無

不可，而形成這樣的風格則跟歐陽脩喜用虛詞有很大的關係。因為古詩語法和古代散文

的語法幾乎完全相同，舉古詩為例較不足以證明歐陽脩喜用虛字的傾向，因此以下舉例

將多取和散文距離較遠的格律詩，借以突出歐詩此法的特殊性。如： 
狂來有意與春爭，老去心情漸不能。世味惟存詩淡泊，生涯半為病侵陵。花明曉

日繁如錦，酒撥浮醅綠似澠。自是少年豪橫過，而今癡鈍若寒蠅。 （〈病告中懷

子華原父〉，頁 218） 

在詩歌創作中，對客觀事物及其形貌、聲色、動靜變化的描寫自然要靠實詞，然而

詩中物象若高密度排列組合，固然能夠對外在客觀世界的視覺空間做橫向拓展，但卻無

法對內在情感世界做縱深的表現，意即只靠意象堆積來創造物境，將會缺少一種情思的

融注，因而降低詩歌的感發力。此例詩句意象雖然不十分密實，但尾聯以一組虛詞起句，

句法愈增靈妙流動之美，聲情至此也更流暢圓潤，尤其配合流水對的手法，誦讀時一氣

直下，意脈活絡，詩情盡出。其他如〈戲書〉、〈和較藝書事〉、〈奉酬長文出城見示之句〉、

〈夜宿中書東閣〉諸詩也都習慣在尾聯以虛字開端，配合詩人於詩末收綰感懷的情意，

使情韻倍增。 
洪本健說：「歐陽脩善於憑借虛詞，精準細緻、婉曲優美地抒發自己的情感，這是

他文章形成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並且耐人尋味的重要原因。」218歐詩同樣善用有含情

傳神作用的虛字，以曲折委婉地抒情，低迴感慨、往復唱嘆，抒情委婉至極。錢基博說：

「韓愈雄其辭，沛其氣，舉重若輕；脩則舒其氣，暇其神，以重馭輕。韓愈風力高蹇，

脩則風神駘蕩。」219駘蕩就是舒緩蕩漾，歐陽脩的詩文風格不像火山爆發那樣驚心動魄，

                                                 
216 古遠清等：《詩歌修辭學》（臺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7 年 6 月），頁 75。 
217 （宋）蘇洵：《嘉祐集》卷十一（臺北：臺灣中華書局 1986 年據上海圖書館藏宋刻本影印） 
218 洪本健：〈論歐陽脩散文的句式和虛詞同其情感的關係〉，《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984 年第三期（1984

年 6 月），頁 65。 
219 錢基博：《中國文學史》中冊（北京：中華書局出版，1993 年 4 月），頁 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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怒濤奔瀉那樣氣吞萬里，而像曲折的溪水漸流漸遠，又如繞梁的餘音久而不絕。會形成

這種風格的原因，固然是歐陽脩本身有充沛的情感，但就語言藝術表現來說，則是因為

他時常依靠虛詞的運用，擴展詩的情感空間，加大詩中的情感含量。如： 
聞道西亭偶獨登，悵然懷我未忘情。新花自向遊人笑，啼鳥猶為舊日聲。因拂醉

題詩句在，應憐手種樹陰成。須知別後無由到，莫厭頻攜野客行。 （〈答謝判

官獨遊幽谷見寄〉，頁 185） 

此例每句都有一二個虛詞，首句的「偶」暗示謝公遊興之低落，並輔強「獨」字的

意象，「未」字則既說明狀態又添情味。頷聯「自向」、「猶為」位居二組實字組之間，

句法不同，吟詠時詩情自然有所頓挫；再就語意而論，這二組虛字更具有轉折承接的作

用，全詩精神因此盡出。而頸聯、尾聯每句都以虛詞開端，造成上二下五的句式，帶起

全句語氣，並使全詩語調更為紆徐舒緩、意蘊婉轉悠長，烘托出詩人略帶傷懷的情緒。

歐陽脩和杜甫一樣喜歡用「自」字，它有一種意思是雖有外因的變化，而本身卻依然如

故，如此例，自然界的依然故我，與人世的蒼桑變化和詩人的傷時感事，構成一種矛盾

狀態，形成物與我不協調的情景對立，從而加大對感傷之情的表現力度，詩人雖不言感

傷，感傷之意已見於言外。虛詞的運用能將意思表達得委婉含蓄之外，同時又能在迴環

往復中，構成意脈的流動，如此詩中「偶」「獨」呼應「未忘」，「自向」「猶為」又與「應

憐」呼應，最後由「須知」帶出「莫厭」，這些虛詞彼此照應呼喚，在頓宕轉折中保持

意脈的動盪流貫，歐文被稱為「紆餘委備，往復百折」、「一波三折」、「一唱三嘆」，考

察歐詩亦有同樣風味，即是利用虛詞彼此呼應承接，層層轉深，以達猶夷頓挫之致。 

總之，虛詞在歐詩中起的作用為：在詩歌音樂性方面，可以補足詩歌韻律完整，餘

味雋永；在詩歌結構方面，可使詩歌文辭嚴密、圓融和諧；在詩歌內容方面，可以加強

內容的表達和情感的渲染，借虛詞以寫其性情，使文氣舒徐和緩，形成委婉動人、唱嘆

不絕的風致，作用可謂大矣！ 

（二）句式變化吸引讀者注意 

歐陽脩散文的研究者一定會注意到其文靈活多變的語言形式，這乃是歐文中不容忽

視的藝術特色之一，他善於透過多樣化的句式，將敘事、寫景、抒情熔於一爐，從而使

文章活潑多姿、神采飛揚，充滿錯綜有致的形式與音韻之美。事實上，歐陽脩也將此法

用於詩歌的創作之中，甚至有學者認為散文是受其詩的影響，出現「散文詩化」220的現

象，我們若從宋型文化有會通化成的特色之角度來解釋，則是其詩與散文彼此出位、交

互影響，因而激盪出更燦爛的火花，達至更高的成就。他的詩歌所擁有的這種錯綜有致

的美，體現在：講究句式的散整交替，長短結合，奇偶相配，不呆板、不凝滯，富有變

化。長句為過度，短句為頓歇，長短交錯，有張有弛，節奏鮮明，讀來音調就抑揚頓挫，

聲情並茂，令人動容。詩歌中的句式變化法，除了上述用在古體詩的長短句式之外，另

有用在格律詩或齊言式古體詩的節奏變化法。 
先以雜言古詩為例： 

                                                 
220 洪本健：「六一居士的風采神韻，在其散文的詩化中展現得淋漓盡致。」洪本健：〈略論〝六一風神〞〉，

《文學遺產》1996 年第一期，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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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謂田家苦，田家樂有時。車鳴繅白繭，麥熟囀黃鸝。田家此樂幾人知，幸獨知

之未許歸。逢時得寵已逾分，報國無能徒爾為。收取玉堂揮翰手，卻尋南畝把鋤

犁。 （〈出郊見田家蠶麥已成，慨然有感〉，頁 148） 

前四句是五言，字數與全詩不同，在整齊中略有變化，使句法不致流於凝滯呆板，

又能將前四句獨立為一個小段落，以字數的增多抒發胸中感慨之情，在此句子的長短並

不只是基於寫作技巧而選擇的變化，同時更具有提示詩情改變的雙重作用。其他像〈謝

王尚書惠西京牡丹〉、〈擬剝琢行寄趙少師〉等也都是以五言句起端，然後全詩轉為七言

句，作用與此詩相似。又如〈鬼車〉： 
嘉祐六年秋九月二十有八日，天愁無光月不出。浮雲蔽天眾星沒，舉手嚮空如抹

漆。天昏地黑有一物，不見其形，但聞其聲。其初切切凄凄，或高或低，乍似玉

女調玉笙，眾管參差而不齊。既而咿咿呦呦，若軋若抽，又如百兩江州車，回輪

轉軸聲啞嘔。鳴機夜織錦江上，群鴈驚起蘆花洲。……吉凶在人不在物，一蛇兩

頭反為祥。卻呼老婢炷燈火，捲簾開戶清華堂。須臾雲散眾星出，夜靜皎月流清

光。 （〈鬼車〉，頁 137） 

起句詳實而冗長，刻意以長句記錄鬼車出現的時間，與墓誌銘的記事筆法一樣，全

然不類詩歌，筆法仿自顱仝〈月蝕詩〉及韓愈〈月蝕詩效玉川子作〉，而且較之更不顧

慮詩歌字數整齊的要求。全詩長短交錯變化多端，應是因為描寫對象較為奇詭特異，所

以刻意打破詩句規律，藉以營造異於常態的節奏與氣氛。同期〈贈沈遵〉、〈思白兔雜言，

戲答公儀憶鶴之作〉、〈答聖俞大雨見寄〉等詩作，也是長短句參差錯落，揮灑自如、恣

意變化仿若無施不可，塑造出古樸剛健的風格，更可見歐詩句法縱橫變化，筆調自肆的

風貌。 
再看律詩和齊言古詩： 
憶從太學諸生列，我尚弱齡君秀發。同時並薦幾存亡，一夢十年如焂忽。壯心君

未減青春，多難我今先白髮。山花撩亂鳥綿蠻，更盡一樽明日別。（〈送姜秀才

遊蘇州〉，頁 51） 

吾有千里馬，毛骨何蕭森。疾馳如奔風，白日無留陰。徐驅當大道，步驟中五音。

馬雖有四足，遲速在吾心。六轡應吾手，調和如瑟琴。東西與南北，高下山與林。

惟意所欲適，九州可周尋。至哉人與馬，兩樂不相侵。伯樂識其外，徒知價千金。

王良得其性，此術固已深。良馬須善馭，吾言可為箴。（〈有馬示徐無黨〉，頁

81） 

由於詩歌具有吟誦歌詠的音樂性，所以詩句字詞編排分隔的形式通常與詩句的節奏

有關，也就是說詩句的意義形式通常應與節奏（音節）形式一致，五言詩通常以上二下

三為定格，細分則是二二一，七言詩以上四下三為定格，細分則是二二三，但歐詩中有

些詩作的句式較為特殊，也就是意義形式與音節形式不同，因而造成拗折不順或新奇別

致的韻律節奏。 

如第一例的七言律詩，前四句為二二三，「壯心君未減青春，多難我今先白髮」兩

句為強調主題而刻意將句式改變成二五，末兩句再變回四三句式，於全詩中間提出二五

句式，造成一種突然的逆轉與停頓，賞讀時不得不略加思考，因而激發讀者特別的注意，

獨具強調效用。 

又如第二例的五言古詩，前六句大致都是二二一的句式，第七句「馬雖有四足」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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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上一下四，不但與前不同，也與一般詩歌音節形式大不相同，欲以此拗折不順力量引

起讀者注意，更配合作品本身結構分段：由純粹詠馬轉為提出「遲速在吾心」的看法。

第七到十四句式以實例證明，句式變化為一四、二三、二一一一、二一二等交錯出現，

不似前段整齊，從第十五句「至哉人與馬」開始到結束恢復成二三句式，筆鋒又轉為因

馬而體悟世理，與第二段區隔至為明顯，此詩的句式變化，不只基於音律考慮，欲使全

詩節奏更靈動活潑；也顧及全詩章法布局，刻意調整句式，藉這般轉折產生衝擊力量，

而使全詩段落更加分明。 

 
歐詩善於改變句式，來增加音律之美與結構變化的情形大致如此，如上所述歐陽脩

的詩文能給人一唱三嘆、韻味不盡的感覺，當與其善於改變句式以創造聲韻和諧、節奏

鮮明之聽覺美感所起的作用有關。 

五、好用映襯 

歐陽脩寫詩喜歡用映襯法來使意象浮現，突顯其主觀情思，因為藉由人情物態的兩

兩相比，能使主角顯現更加清晰的概念221。他常用的映襯法有：數字、顏色、人物、景

物、時間等對比。 

（一）數字  

千峰返照外，一鳥投巖去。（〈遊龍門分題十五首：下山〉，頁 5） 

徘徊繞樹不忍折，一日千匝看無時。（〈千葉紅梨花〉，頁 11） 

第一例寫落日餘暉中有一隻鳥孤獨地飛過，詩人將這隻鳥擺在壯闊的千峰之中，襯

顯出鳥的渺小孤獨，也更能突顯日落時分倦鳥急欲返巢的迫切感，再由此反襯出詩人悠

遊自得的閒適之心。第二例則是由一日之中繞樹千匝的動作來證明他對紅梨花的賞愛之

心絕對真誠懇切。 

（二）顏色 

浪得浮名銷壯節，羞將白髮見青山。（〈再至西都〉，頁 176） 

莫嫌白髮擁朱輪，恩許東州養病臣。（〈讀易〉，頁 247） 
第一例以青色與白色的滄桑對比來突顯「再」字，前番與謝絳同遊時還是青春洋溢

的年輕人，此次再來，自己已是滿頭白髮，謝絳更已逝世，而青山卻蒼翠依舊，兩相對

照，映襯出詩人的落寞心情，歐陽脩中年後經常借由色彩的塗染，將抽象的心境鮮明地

呈顯眼前，比直接慨嘆更有含蓄不盡的韻味。第二例則借用顏色虛化的手法營造更豐富

的詩趣，白髮意指年邁，朱輪意指擔任官職，既然年紀老邁就該致仕退休，享享清福，

怎麼還貪戀著官位呢？不是詩人不想退休，而是皇帝尚未恩准他的退休申請，只讓他先

到東州來養養病，所以他說「莫嫌」，兩句並讀，幾乎可以看到歐陽脩無奈苦笑的影像

呢！ 

（三）人物 

                                                 
221 黃永武：《中國詩學 設計篇》（臺北：巨流圖書公司，1977 年 4 月），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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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脩常以主客對比的表現手法來使主題獲得突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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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觀文王尚書惠西京牡

丹〉，頁 112） 

此例以京師多數人情的輕薄襯托王尚書的情深意厚，表現自己對王尚書的誠懇謝

意。 

潁上先生招不起，沂州太守亦歸來。自媿國恩終莫報，尚貪榮祿此徘徊。（〈聞沂

州盧侍郎致仕有感〉，頁 246） 

此例以潁上常處士及盧侍郎的逍遙，來映襯自己的處境尷尬──欲隱而隱不得，多

年來雖然心懷滄州之志，但因君恩未報，加上國事動盪，先是未忍撒手遠遁，後來申請

退休又得不到批准，心中有苦難言，因此聽到盧侍郎致仕的消息格外感慨。 

看花遊女不知醜，古粧野態爭花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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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樂亭小飲〉，頁 53） 

此例先貶抑遊女與花比美的舉動是不知醜，既而又贊同他們的心態──把握美好、

及時行樂，最後以遊女與主人相比較，主人自己已是花白老翁還來賞花，不是比遊女更

急欲把握青春嗎？作者假借客人的口吻嘲笑主人比遊女更等而下之呢！歐陽脩在此詩

以自嘲的姿態，展現其樂觀曠達的生活態度和幽默感。 

壯心君未減青春，多難我今先白髮。（〈送姜秀才遊蘇州〉，頁 51） 

少年自與芳菲競，莫笑衰翁擁弊袍。 （〈夜聞春風有感，奉寄同院子華、紫微、

長文、景仁〉，頁 217） 

老大惜時節，少年輕別離。……君行一何樂，我意獨不怡。（〈奉答原甫九月八日

見過會飲之作〉，頁 135） 

這三例中的君與我相對比、少年與衰翁相對比、老大與少年相對比，作者仍以主客

相對的口吻書寫，以自身年老體衰、心態保守、多愁善感來映襯對方年輕力盛、充滿朝

氣、滿懷壯志等美好特質，以此表現對姜秀才的鼓舞，對同院年輕人的羨慕，以及對劉

原甫的不捨。 

（四）景物 

歐陽脩常以自然界花木的周而復始、萬古常新，映襯人世滄桑和生命不可逆轉，如： 
今年花落明年好，但見花開人自老。人老不復少，花開還更新。使花如解語，應

笑惜花人。 （〈嘲少年惜花〉，頁 147） 

洛池不見青春色，白楊但有風蕭蕭。姚黃魏紫開次第，不覺成恨俱零凋。榴花最

晚今又拆，紅綠點綴如裙腰。年芳轉新物轉好，逝者日與生期遙。 （〈綠竹堂獨

飲〉，頁 723） 

第一例「人老不復少，花開還更新」說理明白，人生無法停留、無法逆轉，明年花

開則能比今年更新更好，人的處境不如花至為明顯，那麼，難怪作者要假設花若解語將

要嘲笑少年太癡傻了。作者真正想傳達「少年人憐惜花，老年人則珍惜青春年華」的心

意也就由此襯顯出來。第二例作者悼念亡妻胥夫人，他說如今春天過去了，美麗的牡丹

凋零的事實固然讓人心痛，但我知道花會再開，而今年和花一樣凋零的人呢，卻將離我

越來越遠，也是拿「人死不復生」來與自然界生生不息的循環現象相對比，藉此來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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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悲痛之深。又如： 

激石灘聲如戰鼓，翻天浪色似銀山。灘驚浪打風兼雨，獨立亭亭意愈閑。（〈鷺鷥〉，

頁 807） 

此詩只有四句，作者努力鋪陳一個驚險萬分、艱困異常的環境，在這樣的動盪環境

下，卻有一隻鷺鷥不為所動，依舊獨立在風雨之中，於是突顯出鷺鷥「意愈閑」的品格

和操守。再如： 

洛陽三見牡丹月，春醉往往眠人家。揚州一遇芍藥時，夜飲不覺生朝霞。天下名

花惟有此，樽前樂事更無加。如今白首春風裏，病眼何須厭黑花。 （〈眼有黑花

戲書自遣〉，頁 763） 

此例作者以牡丹、芍藥等名花來對比黑花，又用春風來對比白髮，名花象徵的是年

輕時代意氣風發的美好回憶，黑花則是現在因為得了飛蚊症造成的眼前陰影，拿來相比

實在出人意表，同時作者又以象徵年老體衰的白首與象徵活力生機的春風並舉，同樣營

造一種矛盾衝突的情境，而也就因為這種矛盾激盪出一種詩趣，遊戲自遣的幽默感充分

展現詩人曠達的人生觀。 

（五）時間 

歐陽脩不僅謀篇時喜用今昔今的章法，構句時更經常透過今昔對比來抒發自己對人

世滄桑、今非昔比的感嘆，所以詩句經常出現「昔──今」、「當年──至今」、「少年─

─今日」等句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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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觀文王尚書惠西京牡丹〉，頁 112） 

作者寫詩的目的本是要謝王尚書贈牡丹花，但又要交代牡丹與自己的淵源深厚，因

此不得不回憶起昔日賞花沽酒的豪興，來對照今日的心衰力懶，令人不得不發出「衰矣！

詩人不復壯矣！」的浩歎。 

洛社當年盛莫加，洛陽耆老至今誇。死生零落餘無幾，齒髮衰殘各可嗟。（〈酬孫

延仲龍圖〉，頁 809） 

詩人以「盛」字概括記憶中那一段洛陽生活的美好，並以「耆老至今誇」佐證所言

不虛，然而當初那班人馬卻已凋零殆盡，即使活著的也已老邁衰殘，對照當年的「盛」，

現在的狀況顯得更令人不堪。 

除了以「當年」和「今日」相比之外，歐陽脩還經常用自己的「少年」來對比「現

在」，如： 

少年意氣易成懽，醉不還家伴花寢。一來京國兩傷春，憔悴窮愁九陌塵。 （〈送

張屯田歸洛歌〉，頁 734） 

少年把酒逢春色，今日逢春頭已白。（〈春日西湖寄謝法曹歌〉，頁 739） 

少年相與探花開，老病惟愁節物催。（〈聞沂州盧侍郎致仕有感〉，頁 246） 

自是少年豪橫過，而今癡鈍若寒蠅。 （〈病告中懷子華原父〉，頁 218） 

雖然俗話說：「英雄不提當年勇」，但是，事實是──英雄總愛提當年勇，藉由回憶

當年英雄可以重溫舊夢、可以安慰自我，不過也更容易發出喟嘆。歐陽脩詩句中的「少

年」有時真的是指別的少年人，但更多時候指的是自己的少年時期，雖然詩人說自己少

年，實際上又並非少年，而是泛指年輕時代。在歐陽脩的詩中出現的「少年」，又經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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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涉居官洛陽的那段青春年華，對歐陽脩來說那是他人生中充滿生機活力、豪邁風流、

意氣飛揚的一段黃金歲月，所以在記憶中把它更加完美化。像第一例，追憶的事距寫詩

當時不過是兩年前，詩人卻說兩年前的自己是「少年」，似乎兩年後的自己已變成個老

頭兒了。詩人這麼誇張為的就是希望突出自己離開洛陽友伴後的憔悴落寞之感。少年時

為了賞花可以不畏嚴寒、曾經醉臥花叢，多麼豪邁、多麼瀟灑！對照而今的白頭、的憂

愁、的癡鈍，那真是不可同日而語啊！在作者少年形象的對照下，讀者也不禁要跟著詩

人一起唏噓嗟嘆了。 

 

由以上例證可以發現：歐陽脩寫詩習慣藉由人情物態的兩兩相比來彰顯主角，他尤

其善用數字、顏色、人物、景物、時間等對比法來使意象浮現、突顯主題。 

六、好用擬人法 

擬人法在詩歌的運用其實很常見，但我們可以借助這個修辭技巧看到歐陽脩「與物

有情」的人格特質在其詩中的影響，以及他在傳統詠物詩上的開拓之功。 

（一）傳統技法 

歐詩的擬人法有一部分較近於傳統詩歌的技巧表現，如： 
蛺蝶無所為，飛飛助其忙。啼鳥亦屢變，新音巧調篁。遊絲最無事，百尺拖晴光。

（〈暮春有感〉，頁 33） 

陽暉爍四野，萬里纖雲收。羲和困路遠，正午當空留。枝條不動影，草木皆含愁。 

（〈大熱〉二首之二，頁 44） 

柳絮已將春去遠，海棠應恨我來遲。啼禽似與遊人語，明月閑撐野艇隨。（〈初至

潁州西湖種瑞蓮、黃楊，寄淮南轉運呂度支、發運許主客〉，頁 188） 

山川星辰、草木花鳥都是自然現象，它們的變化發展和人的情感活動本來無關，但

是詩人會想辦法使之「人化」、「詩化」。詩人細心地體察自然萬物自身的變化，著眼於

萬物本身的生意，進而溝通人與物的關係，互相對應，渾然一體，外物的歡喜悲愁就是

詩人自己的歡喜悲愁，只不過這一切彷彿就是如此，是自然而然形成的，絲毫不露雕琢

的痕跡。詩人在表現有關的自然現象時，不僅寫了它們的變化，還透過想像寫出發生變

化的「根據」，並賦予這些「根據」一種特定的感情色彩222，於是第一例的蛺蝶、啼鳥、

蜘蛛似乎都成了送春走的幫兇，而第二例天氣大熱是因為羲和被困在天空中央動彈不

得，草木也會因此而含愁，第三例則說柳絮帶著春天一起走遠了，於是海棠嗔怨我來得

太遲，禽鳥啼叫也像在與人對話，第四句寫法最特殊，乍看之下是明月會撐篙，我乘坐

的野艇跟隨在後，其實應該是寫水面月亮的倒影與船篙相接的景象吧？這樣的詩句既在

人意中，又出人意外，使人耳目一新，不再看做是原來意義上的自然現象，教人不得不

佩服詩人的匠心巧思。 
如歐陽脩在〈歸鴈亭〉一詩中所說的：「初開盛發與零落，皆有意思牽人懷」，作者

將自然界的萬物賦予人格化的想像，不只是逞才情的表現，其實真正想傳達的是詩人對

自然的多情，所以才要呼籲「眾芳勿使一時發，當令一落續一開」，因為詩人打算「畢

                                                 
222 古遠清等：《詩歌修辭學》（臺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7 年 6 月），頁 33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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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應須酒萬斛，與子共醉三千盃」，在自然中詩人永遠不會孤獨，身心獲得安頓。 

（二）故作否定 

不過有時，詩人會故意否定自然萬物有生命、有知覺，這種故作否定的寫法，「反」

包含原本的「正」223，轉個彎說話，看似渾成，無所用意，其實蘊藏著詩人獨特的匠心。

如： 
無情草木不解語，向我有意偏依依。……念花意厚何以報，唯有醉倒花東西。（〈四

月九日幽谷見緋桃盛開〉，頁 53） 

野鳥窺我醉，溪雲留我眠。山花徒能笑，不解與我言。（〈題滁州醉翁亭〉，頁 756） 

其實「草木不解語」、「山花不解言」並不違反經驗事實，但詩人在此特意提出，似

乎表示它們原先應該能解語，而此刻忽然不解語了，所以詩人說它「無情」。那為何又

「偏」「依依」「向我」似「有意」呢？為何又能笑呢？對照詩人對其他生物的描寫：「野

鳥窺我」、「溪雲留我」、「念花意厚」都是富含情感的，那麼，在這草木依依、山花含笑

的意態中，作者想傳達的訊息應是他的心與萬化冥合，則語言已是多餘，正如陶淵明所

說：「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轉個彎說話，曲筆蘊含的詩意更豐富。 

（三）詠物新格 

歐陽脩喜歡在詩中運用擬人法，上面所舉的例子可以看出他「與物有情」的性格，

以下則將介紹他更有特色的詠物筆法──不只擬人，更賦予其人間的品格節操。如： 
風格孤高塵外物，性情閑暇水邊身。盡日獨行溪淺處，青苔白石見纖鱗。 （〈鷺

鷥〉，頁 186） 

激石灘聲如戰鼓，翻天浪色似銀山。灘驚浪打風兼雨，獨立亭亭意愈閑。（〈鷺鷥〉，

頁 807） 

這兩首詩中的鷺鷥都有鮮明的性格，第一首是直接讚美牠「風格孤高」、「性情閑

暇」，所以可以「忍受」，或者是「享受」長久的孤獨，前兩句是抽象的品賞，後兩句則

以具體的姿態來證明前述的孤高形象。第二首則描述鷺鷥的狀美昂揚與寂靜幽閒，外在

的風雨驚濤都激不起這隻亭亭獨立的鷺鷥，大有泰山崩於前而目不瞬的英雄氣概。兩首

的共同點就是沒有一個字是用來描繪鷺鷥的外貌、羽色的，這和前此的詠物詩須如實刻

畫事物形貌大不相同，詩人集中描繪的是一個孤峻高潔的品格形象，這種「寫意」不寫

形，以及賦予該物道德意義或抽象特質的詠物詩寫法正是宋代詠物詩的特色224。歐陽脩

這類詠物作品正可呼應其時代特色。 
因此在這些詩中呈顯的不只是該事物的精神特質，更會透露詩人本身的主觀情志，

因為詩人會將自己的主觀情思投注於描寫的對象身上，所以不管作者是否有意託物抒

情，我們往往會在這些事物中找到作者的價值取向和美學品味。如： 
亭亭紫薇花，向我如有意。高煙晚溟濛，清露晨點綴。豈無陽春月，所得時節異。

靜女不爭寵，幽姿如自喜。將期誰顧眄，獨伴我憔悴。而我不彊飲，繁英行亦墜。

相看兩寂寞，孤詠聊自慰。 （〈聚星堂前紫薇花〉，頁 64） 

                                                 
223 錢鍾書：《宋詩選註》（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 年），頁 9。 
224 龔鵬程：〈知性的反省──宋詩的基本風貌〉，《意象的流變》（臺北：聯經出版社，1987 年 2 月），頁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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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薇花就像個不爭寵的靜女，有著孤芳自賞的高貴品格，詩人見她如己面，於是興

起惺惺相惜的共鳴，雖然不一定要指實他借紫薇花零落比喻自己被貶的遭遇，但是由「相

看兩寂寞，孤詠聊自慰」看來，詩中有比托之意卻是十分明顯。 
 
歐陽脩詩中的擬人法特色已如上述，以其與物有情的性格，賦予自然萬物人格化的

特質，而且不僅將物人性化，更將人世間珍貴的精神特質加諸其上，並流露出作者自身

的品味與情操，開啟有宋以後「寫意不寫形」的詠物風氣。 
歐詩中字、詞、句的修辭技巧大致討論完畢，以下開始介紹歐詞的修辭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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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歐詞的修辭特色 

一、好用顏色字 

歐詞中最喜歡用的顏色是紅、綠、白、金、黃、銀、紫，尤以紅、綠二色最多，都

是採用紅、朱、丹或綠、青、碧等最明白的字，而不以更富麗抽象的字眼來描寫不同的

色彩。225 
紅字最常用來形容花或葉之紅，如：「寂寂花飄紅雨」、「梨葉初紅蟬韻歇」，和佳人

及其相關物品：「紅粉佳人」、「紅袖莫來扶」、「紅牋著意寫」，此外歐陽脩也經常提到黃

昏的紅日：「畫船紅日晚風清」、「日腳沈紅天色暮」，比較特殊的是「時時盞裡生紅浪」

指酒、「紅顏能得幾時新」指青春容貌，以及紅字由形容詞轉為名詞直接借代紅花：「檻

外殘紅未掃」、「亂紅飄過秋塘外」，如「惜紅愁粉奈情何」將常用的「紅粉」拆開來用，

再轉品為名詞，別具巧思，而「小桃風撼香紅碎」則是將視覺紅和嗅覺香都具象化成可

以被風搖撼以致破碎，想像力使平凡的紅有了不凡的生命力。 
和紅字意涵接近的還有朱，歐陽脩通常會先選用紅字，為避免一首詞中出現兩次紅

時，第二選擇是朱，朱通常用來形容建築物，而且屬於虛色，用以暗示尊貴人家，例如：

「朱樓」、「朱門」、「朱闌」；而用丹形容顏色只出現一次：「荔子初丹」，也是為了避免

重出。 
綠字最常形容綠草、綠葉、綠樹等，如：「攜手綠叢含笑」、「馬蹄踏遍春郊綠」、「綠

楊樓外出鞦韆」，偶而用來形容水的清澈，如：「綠水逶迤」、「南浦波紋如酒綠」，還有

頭髮：「去年綠鬢今年白」、「綠鬟堆枕香雲擁」、「綠雲雙嚲插金翹」，較特殊的是「綠楊

嬌眼為誰回」說的是眼似柳葉細長嬌媚。綠和紅一樣有轉品、借代的用法：「如今綠暗

紅英少」中的綠借代為葉；「江頭又綠王孫草」中的綠則轉當動詞，妙處和王安石〈泊

船瓜州〉名句「春風又綠江南岸」相同。 
歐詞中青字出現的頻率和綠字相當，青綠的關係不像朱紅是為避免重出互相代換，

青字較常出現在約定俗成的「成詞」之中，例如：「青春」、「青苔」、「青山」、「青梅」、

「踏青」、「青衫」、「青樓」、「青禽」（即青鳥），可見青和綠二者功能不同。而碧字則經

常用來代換綠，例如：「碧草綠楊歧路」、「燕歸碧海珠簾揜」，不過碧較綠多了一分華麗

富貴的氣息，所以與閨閣相關的器物或建築經常用碧，如：「碧砌」、「碧窗」、「枕畔屏

山圍碧浪」等。 
歐詞一句之中出現兩個顏色字的例子很多，如：「杏花紅處青山缺」、「綠柳朱輪走

鈿車」、「肉紅圓樣淺心黃」、「紅粉佳人白玉杯」，不管是紅綠相映，還是紅黃、紅白相

襯，色彩都極為鮮艷亮麗，顏色字出現頻率高，會造成豐富的視覺效果，增強畫面的刺

激力道。歐詞中顏色出現頻率最高的應屬〈越溪春〉了： 
三月十三寒食日，春色遍天涯。越溪閬苑繁華地，傍禁垣、珠翠煙霞。紅粉牆頭，

鞦韆影裡，臨水人家。 歸來晚駐香車。銀箭透窗紗。有時三點兩點雨霽，朱門

柳細風斜。沈麝不燒金鴨冷，籠月照梨花。（〈越溪春〉，頁 2045） 

                                                 
225 李栖：《歐陽脩詞研究及其校注》（臺北：文史哲出版社，1988 年）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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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詞中出現的顏色字有翠、紅、銀、朱、金，可暗示顏色的尚有「春色」、「晚」

的黑、「柳」的綠、「月」的白，將畫面妝點得栩栩如生、搖曳生姿，令人印象深刻，而

且全詞色調從白天的溫暖熱鬧，轉到夜晚的冷清空靈，對詞情的渲染之功不可謂不大。 
由歐陽脩對色彩字的使用習慣，可發現他對運用景物色彩來反映詞人情感的技巧十

分嫻熟，在詞中設色，不僅表現景物特徵更可暗示主人翁的情緒，幫助讀者捉住色彩鮮

明的瞬間印象，激起經驗聯想，深入感知該色彩所要描繪的事物及所要表達的心理，達

到婉曲傳情的目的。 

二、好用數字 

歐詞也常用數目字，他以數字入詩來精確記錄他的生活經歷，使情感更真實，如因

為數字入詩坐實詩人的苦難，因此作者的感嘆有了更堅強的後盾，從而加強詩句的感染

力，他的詞也是一樣，不過詞比詩更趨向於對苦難的總結感受而非具體敘述細節，例如

「俯仰流年二十春」。 
歐詞使用數字的次數約有二百五十多次，雖比不上其詩中出現四百多次，但若就比

例來說，在詞中比重是很高的，幾乎是平均每首詞都會出現數字。其中「一」出現一百

次最多，「一」的辭彙言「一曲」者最多，當是與歌詞的性質相關，但集中程度不高，

顯現數字在詞作運用的多樣化。 
歐陽脩對數字的運用習慣，當是來自他重視證據不妄語、實事求是的性格，而且和

詩一樣，會跟其自身經歷、心境相關，尤其可從「十年」這個詞看出，被貶外放十年對

他人生意義重大，故常言「十年歧路」、「十年一別須臾」、「十載相逢酒一卮」、「十年一

別流光速」、「十年前是尊前客」，甚至是「俯仰流年二十春」 
此外，他善用虛數來誇飾或對比，如〈朝中措〉（平山闌檻倚晴空）：「文章太守，

揮毫萬字，一飲千鍾」，揮毫萬字是盛讚劉原甫才思敏捷，並呼應「文章」二字，一飲

千鍾則更添其豪氣。又如〈玉樓春〉（豔冶風情天與措）：「百年心事一宵同，愁聽雞聲

窗外度」，「百年」二字將古今的閨怨集結在今宵，在這一位失眠的女子身上同時具現，

故而形成一種極強大的張力，所以結句才能順理成章地說：「強將離恨倚江樓，江水不

能流恨去」。自然讓人聯想起溫庭筠的〈憶江南〉：「梳洗罷。獨倚望江樓。過盡千帆皆

不是。斜暉脈脈水悠悠。腸斷白蘋洲。」但歐陽脩筆下的這位女子不僅白天要斷腸，她

心中的愁乃夜以繼日地啃食她的心，連夜晚也是輾轉難眠，苦痛更深。 
值得注意的是歐陽脩曾創作二組〈漁家傲〉鼓子詞各十二首，分詠十二月節令，每

一首都以數字開頭直接點題，每首可獨立，同時又可合成一個組曲。歐陽脩採用聯章體

來反映十二個月的景物及民間習俗，將內容與形式作了十分恰當的結合，寫十二月景物

能精準掌握特質，寫習俗活動又十分生動有活力，甚至寫人的心理活動也各有特色，由

此可見他心思之敏銳、觀察之細膩，及其才情之豐厚。 

三、喜歡反復唱嘆 

反復就是重複出現完全相同的詞語或句字，以增強節奏感，或突顯主題，或強調思

想情感。反復手法的運用，有助於加強詞意的層次、波瀾與密度，使讀者在閱讀中不斷

喚起熟悉感與趣味；當我們在誦讀這些句子時，會產生節奏一波三折、環疊不盡的美聲



 113

效果，也能更清楚作者情思。226反復的方式包含字詞的反復：疊字、類疊和頂真，和句

的反復：排比，其中歐陽脩較常使用的是字詞的反復手法。 

（一）疊字 

歐詞中出現的疊字共有八十八種，合計使用了一百五十四次，其中有重複出現的有

二十九種，其餘五十九種都只用過一次227，由此可見，歐詞中用疊字是非常明顯的特色，

不僅次數多，變化也多。更重要的是無論是承襲舊有的，或是他自創的疊字，無不用得

恰到好處，使詞句生動活潑。 
歐陽脩最常用的疊字為年年、深深、匆匆、迢迢，都在五次以上；其次是脈脈、細

細、隱隱、厭厭、人人、夜夜、看看、重重、悄悄、時時、寂寂、悠悠、陰陰、纖纖、

微微、沉沉、兩兩、杳杳、淺淺、蕭蕭、遲遲、濛濛、雙雙、騰騰、黯黯，在兩次以上；

而寸寸、天天、片片、田田、灼灼、忡忡、依依、的的、長長、青青、亭亭、垂垂、奕

奕、姿姿媚媚、盈盈、苒苒、紛紛、耿耿、茫茫、恁恁、區區、條條、淒淒、眷眷、絃

絃、處處、陶陶、渺渺、溶溶、稜稜、裊裊、嫋嫋、漾漾、漸漸、熙熙、綿綿、線線、

熏熏、燕燕、濯濯、薄薄、點點、獵獵、離離、醺醺、鶯鶯、嵓嵓，則都只用過一次，

而騰騰、黯黯、索索、紞紞、的的、垂垂、姿姿媚媚、恁恁、漾漾、熙熙、濯濯、獵獵、

嵓嵓屬於較特殊的用法，足見歐陽脩的博學及對文字掌控的靈巧度。 
歐詞疊字用途很多樣化，有用疊字對仗者，如「煙霏霏，風淒淒」、「寸寸柔腸，盈

盈粉淚」、「迢迢別恨，脈脈歸心」；有用以模擬聲音者，如「風淒淒」、「雨蕭蕭」、「獵

獵寒威」；有模擬景物意態者，如「陰陰樹色」、「溶溶春水」、「濯濯春條」；有表現抽象

意念者，如：「音息沉沉」、「病厭厭」、「愁黯黯」、「苦綿綿」、「心耿耿」。更有加強詞意

者，如「夜夜空相向」：不只一夜，而是每一夜；「碧梧桐鎖深深院」是深而又深的院子；

「唯願絃絃無斷絕」指每一根絃；「不放雙鴛長恁恁」如此如此重複加強語氣。 
歐詞疊字詞性很活潑，當數量詞用：點點、兩兩、雙雙、片片、年年；當名詞用：

燕燕、鶯鶯、天天、人人；當動詞用：「看看隴上吹」、「且陶陶」；當形容詞用：「渺渺

澄波」、「的的裙腰」、「綠樹依依」、「奕奕天河光」；當副詞用：「春睡騰騰」、「畫舸悠悠

去」、「黯黯生天際」、「遲遲宮漏發」。 
歐陽脩不僅喜歡用疊字詞，更喜歡在一句之中連續用，製造響亮的音響和綿密的情

意，如〈采桑子〉（輕舟短棹西湖好）的「隱隱笙歌處處隨」、〈漁家傲〉「暖日遲遲花嫋

嫋」、〈南鄉子〉「細細風來細細香」，或是以疊字相對，如〈聖無憂〉「書杳杳、夢悠悠」、

〈訴衷情〉「迢迢別恨，脈脈歸心」、〈踏莎行〉「寸寸柔腸，盈盈粉淚」。 

即使不在同一句，歐詞中疊字密度之高往往引人注意，而且還常常會配合類疊，營

造迴環往復的音響效果，也更添詞情的纏綿含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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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李若鶯：《唐宋詞鑑賞通論》（高雄：復文圖書出版社，1996 年），頁 383。 
227 據李栖之統計，歐陽脩在詞中所用疊字，高達八十九種，一百五十二次，其中有重複出現的有二十三

種，其餘六十六種只用過一次。筆者扣除偽作及風格可疑之作 13 個，又發現漏掉的 12 個疊字，合計

應為 88 個。參見李栖：《歐陽脩詞研究及其校注》（臺北：文史哲出版社，1982 年 3 月），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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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恨長長歡計短。疏鐘促漏真堪怨。此會此情都未半。星初轉。鸞琴鳳樂匆匆卷。 

河鼓無言西北盼。香蛾有恨東南遠。脈脈橫波珠淚滿。歸心亂。離腸便逐星橋斷。

（〈漁家傲〉，頁 2016） 

風擺紅藤卷繡簾。寶鑒慵拈。日高梳洗幾時忺。金盆水、弄纖纖。 髻雲謾嚲殘

花淡，各嬌媚、瘦岩岩。離情更被宿酲兼。空惹得、病厭厭。（〈燕歸梁〉，頁 2558） 

這三首詞中都有三處疊字，前二首還與類疊並用。第一首講離愁漸遠漸無窮，用聲

音上的規律節奏營造綿長的效果，再以迢迢來形容離愁的長，所以說如春水之不斷，一

層一層疊上去，使得離愁極深極厚。第二首別恨長相對於歡計短，「長」字相疊突顯出

恨真的很長。第三首雖沒搭配類疊，但由於三個疊字的構詞方式相似：「弄纖纖」、「瘦

岩岩」、「病厭厭」，因此仍十分成功地吸引讀者的注意力。 

此外，歐陽脩還有一些獨特的疊字用法，由於用法新鮮，所以能使讀者留下強烈而

深刻的印象，如：〈蝶戀花〉「小院深深門掩亞。寂寞珠簾，畫閣重重下」，重重是層層

之意，用深深來形容小院原本是有些許矛盾的，但等讀者看到畫閣中的珠簾層層放下，

就會明瞭小院之所以給人幽深的感覺，原來是由於層層珠簾隔離所造成的結果，也就能

體會裡面的寂寞了。再如：「風苒苒」、「愁黯黯」、「泉細細」、「漾漾輕舟」、「濯濯春條」、

「獵獵寒威卷」、「寂寂花飄紅雨」、「一縷豔痕紅隱隱」、「綠楊帶雨垂垂重」等用法都極

特別而貼切。 
由以上分析整理可知，歐陽脩對疊字的運用，數量及手法之豐富令人目不暇給，看

似信手拈來卻又處處爐火純青，應是經過極度錘鍊之後的作品。同時我們也發現歐陽脩

的詞作能給人「層深而渾成」的感覺，可能與他擅用疊字及對比的手法有關。 
 

（二）類疊 

除了疊字，歐詞也經常出現類疊，在一個句子中重複出現相同的字，又叫當句反復。

而且相同的字往往出現在音節對襯的位置上，歐陽脩的類疊最常出現在七字句中，同字

最常出現在二六字或三六字。同字安排在二六字者，如「蝶飛芳草花飛路」、「水面風來

酒面醒」、「夢又不成燈又燼」、「今年花勝去年紅」、「無情花對有情人」；同字安排在三

六字者，如「細雨滿天風滿院」、「牆外有樓花有主」、「聞說閬山通閬苑」、「溶溶春水浸

春雲」、「常為此情留此恨」、「莫言多病為多情」。 
也有少數是安排同字在一五字的，如「天若有情天亦老」、「橋上少年橋下水」；一

四字的「惜花只惜年華晚」；四七字的，如「鬢華雖改心無改」、「望欲斷時腸已斷」；二

七字的「多情翻卻似無情」、「人心應不似伊心」。較特別的是一四字和二七字的例子，

並非上四下三而是上二下五，構句法不似詩句而像散文句式。 
還有同句之中連續疊三次，如：「漸行漸遠漸無窮」、「雙苞雙蘂雙紅影」、「漸行漸

遠漸無書」；以及在同音節之中重複的，如：「好妓好歌喉」、「吹開吹謝苦匆匆」、「蝶去

蝶來猶解戀」、「乍雨乍晴花自落，閒愁閒悶晝偏長」；或是重複兩字的：「一重水隔一重

山」、「細細風來細細香」、「一度歸時、一度魂消」。 
重複出現的密度增加，就會形成語氣連貫和強烈的意象，使讀者印象深刻，而且這

樣的組合往往又兼具對比的效果，例如「望欲斷時腸已斷」不僅節奏往復，還以相思「望

斷」對比令人「腸斷」。而「常為此情留此恨」則以「此情」與「此恨」相襯顯，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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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濃，恨就有多深。 
歐詞中的類疊用法，往往能造成更鮮明的聯想、更流暢的音韻，令人佩服作者的匠

心獨運。製造文字趣味或音響效果的，如：「好妓好歌喉」、「多病為多愁」、「三點兩點

雨霽」、「春水浸春雲」、「雙苞雙蕊雙紅影」。使前後意象並陳的，如：「花無數愁無數」、

「細雨滿天風滿院」、「牆外有樓花有主」、「葉有清風花有露」、「蝶飛芳草花飛路」、「月

近珠簾花近枕」、「水面風來酒面醒」。使前後意義相承的，如：「惜花只惜年華晩」、「乍

雨乍晴花自落，閒愁閒悶晝偏長」、「漸行漸遠漸無書」。使前後意義反扣的，如：「淚珠

滴盡愁難盡」、「去年綠鬢今年白」、「鬢華雖改心無改」、「望欲斷時腸已斷」、「多情翻卻

似無情」。 
分布於前後句而用意相承，可製造層層遞進的效果，如：「今年花勝去年紅。可惜

明年花更好，知與誰同。」（〈浪淘沙〉）將去年、今年與明年花層遞相比，又拿花與人

相比，感嘆較「物是人非」更深一層。再如：「暖日遲遲花裊裊。人將紅粉爭花好。花

不能言惟解笑。金壺倒。花開未老人年少。」（〈漁家傲〉）在上片中出現四次花，以花

貫串其中，營造賞心得意的氣氛。 
最後還有分布於前後句而語意相剋的用法，可增加回環婉曲的意趣，如：「把酒花

前欲問君。世間何計可留春。縱使青春留得住。虛語。無情花對有情人。」（〈定風波〉）

先說惜花欲留春，又念即使留得住春也沒用，因花無情，不懂有情人對她的憐惜，思緒

一波三折，情感鬱結深沉。 

（三）頂真 

頂真是以前一句最後的詞語作下一句的開端，歐陽脩經常利用頂真法將上下句連貫

起來，不僅能使語意首尾貫通，更能製造出行雲流水般的氣韻及活潑優美的旋律，又在

句中扮演橋樑的責任，加速意象的轉接以引渡讀者注意力或推進詞境，都充分展現詞委

婉曲折、反覆訴說的特質。。如〈阮郎歸〉： 
去年今日落花時。依前又見伊。淡勻雙臉淺勻眉。青衫透玉肌。 才會面，便相

思。相思無盡期。這回相見好相知。相知已是遲。（〈阮郎歸〉，頁 2560） 

這首詞雖然用字極通俗淺顯，但是其中蘊含的情韻卻十分幽微，首句點明是回憶，

去年此時與佳人相會的情景深深烙印在心中，「才相會」就分離因此說「便相思」，而這

個相思似乎是遙遙無盡期的，這次再相見一定要好好把握兩人的緣分，但末句卻說「已

是遲」，可以猜想佳人已名花有主，所以嘆惋「太遲」。這首詞總共才四十七字，卻用了

兩處類疊、兩處頂真，以致全詞似乎迴盪著主人翁對佳人的「相思」以及對「相知」太

遲所抱的憾恨。 
又如〈玉樓春〉（殘春一夜狂風雨）的「人心花意待留春、春色容易無情去」，上句

說人與花都有意要挽留春天，下句緊接著說春天卻像無情人輕易地遠離，春字頂真將兩

者對比距離拉近，於是營造出更強烈的映襯張力。〈蝶戀花〉（一掬天和金粉膩）的「蓮

子心中，自有深深意。意密蓮深秋正媚。將花寄恨無人會」，蓮子雙關憐子，意字頂真

能將「憐子深意」引渡到下句，製造深的形象，又可串連意之密和蓮之深，再關聯到「無

人會」此深意的苦處上，所以「恨」。 
還有一種容易和疊字混淆的當句頂真，如：「臘近探春春尚遠」、「強欲留春春不住」、

「若解思歸歸合早」、「去便不來來便去」、「照影摘花花似面」、「昨日採花花欲盡」、「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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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為君君不信」等，主要作用並非加強詞意連貫，而是製造趣味和以急促的節奏突出重

點：「春」、「歸」、「來」、「花」、「君」。而〈漁家傲〉（律應黃鐘寒氣苦）的「把酒遣愁

愁已去，風摧酒力愁又聚」則是結合頂真和類疊二法形成更綿密的往復迴環效果，先說

借酒澆愁，愁似乎已離去，然而一陣風吹酒醒，愁又聚攏過來，原來愁緒並不曾被酒驅

離，它就像一張網，牢牢地困住作者的心，真是將愁思刻畫入微。 

四、喜歡用典 

關於歐詞用不用典的問題，不少學者認為歐詞平淡如話少用典故，如李栖說他「以

典故來填詞的情形極少」228，其實不然。歐陽脩填詞固然肯向民間文學借鏡，因此詞中

常用俗字，如「面旋」、「特地」、「抵死」、「無計奈」、「長恁在」、「頃刻光陰都過了」，

或大段白話，如〈浪淘沙〉（把酒祝東風）的「今年花勝去年紅。可惜明年花更好，知

與誰同」、〈浪淘沙〉（今日北池遊）的「如此春來春又去，白了人頭」，甚至如〈生查子〉

（去年元夜時）全首都用極淺白的文字書寫，使歐詞內容大都曉暢易懂，雖是文人詞卻

流傳極廣。 
但歐陽脩更喜歡融詩於詞且用心錘煉，所以，即使文白如話，背後也往往藏有典故

出處，又如〈蝶戀花〉一詞就運用了不少典故： 
簾下清歌簾外宴。雖愛新聲，不見如花面。牙板數敲珠一串。梁塵暗落琉璃盞。 

桐樹花深孤鳳怨。漸遏遙天，不放行雲散。坐上少年聽未慣。玉山將倒腸先斷。

（〈蝶戀花〉，頁 2008） 

其中「梁塵暗落」典出「聲動梁塵」，《別錄》曰：「有麗人歌賦，漢興以來，善雅

歌者，魯人虞公，發聲清哀，蓋動梁塵」229，「漸遏遙天，不放行雲散」，其實是「響遏

行雲」，典出《列子．湯問》薛譚學謳於秦青的故事230，而「玉山將倒」則是以玉山喻人

之美好，頹倒喻人醉倒，典出《世說新語．容止》：「稽康……其醉也，（人鬼）俄若玉

山之將崩」231，至於「腸先斷」源於《世說新語．黜免》母猿斷腸的故事232，更是大家

耳熟能詳的典故。莫怪乎李調元《雨村詩話》評論歐詞說：「歐陽永叔詞無一字無來處。」
233 

（一）歐詞用典的方式 

1.古人典型 

舉某種典型的古人姓名來描繪詞中人物形象，如蘇小妹、壽陽公主、吳娘、文君等

是美麗女子的代稱，宋玉、謝公、沈臂、潘鬢、劉郎、何郎、韓壽等男性則是配合各首

                                                 
228 李栖：《歐陽脩詞研究及其校注》（臺北：文史哲出版社，1988 年），頁 86。 
229 （唐）歐陽詢等奉敕撰：《藝文類聚》卷四十三〈樂部三‧歌〉引《別錄》（臺北：文光出版社，1974

年），頁 771。 
230 《列子．湯問》：「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

歌，聲振林木，響遏行雲。薛譚乃謝求返，終身不敢言歸」。列禦寇：《列子》（臺北：金楓出版社，

1998 年 7 月），頁 165。 
231 《世說新語．容止》，余嘉錫：《世說新語箋疏》（臺北：華正書局，1984 年 9 月），頁 609。 
232 《世說新語．黜免》，余嘉錫：《世說新語箋疏》（臺北：華正書局，1984 年 9 月），頁 864。 
233 （清）李調元：《雨村詞話》（臺北：宏業書局 1972 年《函海叢書》第 29 冊），頁 17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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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需要的形象而加以引用。 

2. 專有名詞 

以專有名詞來暗示和詞情相關的詩詞或故事情節，如：王孫、滄洲、章街、六花、

梅妝、玉山、梁塵、繞梁、響遏行雲、落帽臺、半面妝。 

3.搬用詩句 

直接搬用前人詩句，卻與己句渾合無跡，如〈朝中措〉：「平山闌檻倚晴空。山色有

無中」的「山色有無中」摘自王維詩〈漢江臨汎〉「江流天地外，山色有無中」，又如〈減

字木蘭花〉：「傷懷離抱。天若有情天亦老……」中的「天若有情天亦老」摘自李賀〈金

銅仙人辭漢歌〉：「衰蘭送客咸陽道，天若有情天亦老」。而〈減字木蘭花〉：「留春不住……

愛惜芳時。莫待無花空折枝。」的「莫待無花空折枝」則摘自杜秋娘〈金縷衣〉：「花開

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4. 化用詩句 

化用前人詩句，並對原句進行改動，如〈采桑子〉：「殘霞夕照西湖好……野岸無人

舟自橫」的「野岸無人舟自橫」是化用韋應物〈滁州西澗〉：「野渡無人舟自橫」。又〈采

桑子〉：「何人解賞西湖好……飛蓋相追。貪向花間醉玉卮」的「飛蓋相追」化用曹植〈公

宴詩〉：「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 

5. 化用詩篇段落 

化用前人詩句的句意，如〈浪淘沙〉：「往事憶開元。妃子偏憐。一從魂散馬嵬關。

只有紅塵無驛使，滿眼驪山。」化用杜牧〈過華清宮絕句〉三首之一：「長安回望繡成

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來」。而〈玉樓春〉：「檀槽碎響

金絲撥。露溼潯陽江上月。不知商婦為誰愁，一曲行人留夜發。」四句是化用白居易〈琵

琶行〉：「潯陽江頭夜送客，楓葉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弦。醉不

成歡慘將別，別時茫茫江浸月。忽聞水上琵琶聲，主人忘歸客不發。」 

6. 化用詞句 

化用前人詞句，如〈漁家傲〉：「卻傍小闌凝望久。風滿袖。西池月上人歸後。」化

用馮延巳〈鵲踏枝〉：「誰道閒情拋棄久……獨立小橋風滿袖。平林新月人歸後。」 

7.化用故實 

化用經史子集的故實或名句，如〈采桑子〉：「平生為愛西湖好，來擁朱輪。富貴浮

雲。俯仰流年二十春。 歸來恰似遼東鶴，城郭人民。觸目皆新。誰識當年舊主人。」

中的「富貴浮雲」典出《論語‧述而》子曰：「不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及杜甫

〈丹青引贈曹霸將軍〉：「丹青不知老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而「遼東鶴」和「城郭

人民觸目皆新」典出《搜神後記》卷一：「遼東人丁令威學道成仙，化鶴歸遼，言曰：『有

鳥有鳥丁令威，去家千年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不學仙塚累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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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歐詞用典特色 

1.活用如己出： 

歐陽脩學識淵博，歐詞字字句句皆有來處，看似平淡口語，其實是融化前人詩句典

故於其中，即使不知典故亦可讀，但查出典故則能更深入賞讀其詞境之深層意趣。例如

〈賀聖朝影〉： 
白雪梨花紅粉桃。露華高。垂楊慢舞綠絲絛。草如袍。 風過小池輕浪起，似江

皋。千金莫惜買香醪。且陶陶。（〈賀聖朝影〉，頁 2045） 

「垂楊慢舞綠絲絛」乃化用賀知章〈詠柳〉：「碧玉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綠絲絛」，

「草如袍」可直譯為草如袍之青色，出處是白居易〈和談校書秋夜感懷，呈朝中親友〉：

「秋霜似鬢年空長，春草如袍位尚卑」。白詩原意是「袍如春草位尚卑」，意即青袍，歐

反用為「草如袍」，可謂役古人，不為古人役。「陶陶」一詞常見於唐詩形容喝醉酒陶陶

然，宋詞則首見於柳永和歐陽脩，在此歐陽脩以陶陶借代喝酒，可能隱含白居易〈感時〉：

「唯當飲美酒，終日陶陶醉」之意，承上「千金莫惜買香醪」果然可以互相輝映；同時

我們還可注意「且陶陶」這樣的構詞法，似乎是受到韋莊〈菩薩蠻〉「遇酒且呵呵」的

啟發，後來蘇軾〈行香子〉「且陶陶、樂盡天真」也承襲這個用法。 

2.活用相關的詩詞典故： 

如〈涼州令〉： 
翠樹芳條颭。的的裙腰初染。佳人攜手弄芳菲，綠陰紅影，共展雙紋簟。插花照

影窺鸞鑑。只恐芳容減。不堪零落春晚，青苔雨後深紅點。 一去門閒掩。重來

卻尋朱檻。離離秋實弄輕霜，嬌紅脈脈，似見胭脂臉。人非事往眉空斂。誰把佳

期賺。芳心只願長依舊，春風更放明年豔。（〈涼州令〉，頁 2048） 

本詞詠東堂石榴，其中暗用許多前人相關詩句，如「的的裙腰初染」可解讀為石榴

花的顏色就像女子衣裙剛剛染好那樣鮮豔明亮，也可說反用梁元帝〈烏棲曲〉：「芙蓉為

帶石榴裙」之意，梁元帝說裙似石榴，歐陽脩反說石榴如裙，又可帶出下句的佳人，一

句話疊出多重用意。「青苔雨後深紅點」與韓愈〈題張十一旅舍。三詠之一：榴花〉：「顛

倒青苔落絳英」神似。而「似見胭脂臉」可直接說是秋實嬌紅似佳人的臉，也可說是出

自白居易〈山石榴寄元九〉：「淚痕裛損燕支臉，剪刀裁破紅綃巾」。 

又如〈漁家傲〉（乞巧樓頭雲幔卷）寫七夕用長生殿典故，〈漁家傲〉（青女霜前催

得綻）寫秋天宴賞菊花就用青女、落帽台等典故，〈蝶戀花〉（簾下清歌簾外宴）、〈減字

木蘭花〉（歌檀斂袂）寫舞女歌聲就用聲動梁塵、餘音繞梁、響遏行雲等典故，〈南鄉子〉

（雨後斜陽）寫水中花影就用半面妝典故，顯得渾合無跡又生動俏皮，他擅長生典熟用、

熟典虛用，因此使詞情層次豐富又不失凝重。 

由以上歸納分析，可知歐陽脩寫詞運用典故的情況和技巧很多，而且借鏡的對象不

限於唐詩，由於他博覽群書，信手拈來，取材遍及古詩、神話、經史子集、甚至五代詞，

然而，又因為他選字造詞時十分重視平易性，往往化繁為簡、深意淺說，使得其詞讀來

直如白話，一點都不晦澀，不知典故出處者亦能理解，因此容易讓人以為他的詞絕少用

典，而這正是他填詞高妙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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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喜用對比 

歐陽脩喜歡將兩種相反的情境互為對照，形成鮮明的比較效果，表達出人生際遇的

無常與深沉的慨嘆，用對比映襯的方法確實能加強詞的情感力度，歐陽脩尤其喜用時間

對比，明確點出在同一空間，從前與現在不同的情境，尤其喜歡以過去的美好來對比今

日的慘澹，從而生發感嘆。 

（一）朝夕今昨短暫時間的變化 

變化若發生在極短暫的時間之內會給人極大的震撼，從而更容易認同詞人極欲把握

現在、把握一切美好事物的心情。如〈定風波〉： 
對酒追歡莫負春。春光歸去可饒人。昨日紅芳今綠樹。已暮。殘花飛絮兩紛紛。 

粉面麗姝歌窈窕。清妙。尊前信任醉醺醺。不是狂心貪燕樂。自覺。年來白髮滿

頭新。（〈定風波〉，頁 2038） 

本詞慨嘆春光流逝速度之快令人心驚：昨日還盛開的花樹一夜之間竟全數凋零，今

日只見一樹的綠葉，上片就結束在滿眼殘花飛絮的淒美氣氛之中，而下片竟在醇酒美人

的宴飲中開場，一哀一樂對比明顯，詞人說要隨心所欲地喝酒，似乎是很頹廢的貪戀享

樂的人，但下一句又馬上否認自己「狂」，最後終於吐出實情：自覺年華跟著春光溜走

了，喝酒享樂的背後，懷著的心理是要珍惜光陰享受美好的青春，到此回扣第一句：對

酒追歡是希望莫要辜負春光。 
其他還有〈蝶戀花〉「嘗愛西湖春色早」的「頃刻光陰都過了。如今綠暗紅英少。 且

趁餘花謀一笑。」也是類似的心理和用法。 

（二）今年去年對比 

全首上下片分以今年和去年對比，來襯顯今年境況，加深哀傷或慨嘆的程度。如： 
去年秋晚此園中。攜手翫芳叢。拈花嗅蕊，惱煙撩霧，拚醉倚西風。 今年重對

芳叢處，追往事、又成空。敲遍闌干，向人無語，惆悵滿枝紅。（〈少年遊〉，頁

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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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二首都是上片細細描寫去年雙雙對對的歡樂，對比今年形單影隻的落寞，「重對

芳叢處」、「月與燈依舊」，寫景物依舊；「追往事、又成空」、「不見去年人」，寫人事已

非，因此「惆悵滿枝紅」、「淚滿春衫袖」。上片重景，下片重情，似乎去年的歡樂景象

仍歷歷在目，而今年景物依舊所以只以一筆帶過，重點放在刻劃主人翁對人事已非的哀

傷情緒。 

又如〈定風波〉（把酒花前欲問公）的「為問去年春甚處。虛度。鶯聲撩亂一場空。 
今歲春來須愛惜。」雖然不是全首都用對比，但以去年對照今年來突顯惜春的急迫性心

理的用意是相同的。〈采桑子〉（畫樓鐘動君休唱）「去年綠鬢今年白，不覺衰容。」雖

然只用一句概括，但對比的效果仍是很強烈的。而〈浪淘沙〉（把酒祝東風）「今年花勝

去年紅。可惜明年花更好，知與誰同。」不但將今年花與去年相比，更預想明年花應該

更好，跟賞花的人會分散凋零相較，突顯人不如花的事實，更添婉曲的情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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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漫長時間數十年的變化對比 

歐陽脩的「洛陽情結」在詩詞中都十分明顯，許多身世感懷的詞作都會出現追懷洛

陽生活及好友的內容，這些詞作也往往會採用漫長時間的對比法，以昔襯今來慨嘆今日

的情景。如： 
憶昔西都歡縱。自別後、有誰能共。伊川山水洛川花，細尋思、舊遊如夢。 今

日相逢情愈重。愁聞唱、畫樓鐘動。白髮天涯逢此景，倒金尊、殢誰相送。（〈夜

行船〉，頁 2043） 

〈夜行船〉寫老友重聚的歡樂，作者不直接寫今日歡樂，而先追憶往昔歡縱，然而

分別之後，難能再聚，所以說「舊遊如夢」：美好而短暫似夢。因此下片開頭說今日的

相逢意義非凡，由重逢之難加深相聚之樂，難怪主人要憂愁相聚的時光短暫了，你我各

已白髮蒼蒼，這樣的相聚機會還能有幾次？唏噓之中更顯見主人對此聚會的珍惜與不捨

了。 

其他如〈玉樓春〉「常憶洛陽風景媚……別來已隔千山翠」寫時隔久遠，但洛陽風

景仍時時入我夢中；〈玉樓春〉（池塘水綠春微暖）的「當時共我賞花人，點檢如今無一

半」寫他對洛陽舊友一一謝世的惆悵悲嘆；〈臨江仙〉（記得金鑾同唱第）的「記得金鑾

同唱第，春風上國繁華。如今薄宦老天涯。」則寫自己這麼多年來的變化。這些將對比

時間拉長來看的寫法都加深了詞意的情思，其中蘊含了作者真實的人生遭際與感受，而

非為情造詞，因此能產生撼動人心的力量。 

（四）前後對比 

歐詞中另有一些作品時間線索並不明確，但仍可看出含有前後對比的用意，如： 

妾解清歌并巧笑。郎多才俊兼年少。何事拋兒行遠道。無音耗。江頭又綠王孫草。 

昔日採花呈窈窕。玉容長笑花枝老。今日採花添懊惱。傷懷抱。玉容不及花枝好。

（〈漁家傲〉，頁 2556） 

這首詞是寫閨怨，由「江頭又綠王孫草」可見與情郎分別已超過一年了，下片昔日

採花和今日採花的心情明顯對比，哀傷玉容不再及花枝的背後，暗示女子的青春短暫，

而相思更使人容易憔悴。再如： 
小庭春老，碧砌紅萱草。長憶小闌閒共繞。攜手綠叢含笑。 別來音信全乖。舊

期前事堪猜。門掩日斜人靜，落花愁點青苔。（〈清平樂〉，頁 2046） 

上片先寫小庭今景，再回憶昔日攜手含笑的溫馨畫面，下片回到現實，說自分別後

音信全無，教人不由得懷疑昔日的情誼，這樣的凝思畫面似乎是定格了，一直到日落仍

是門掩人静，唯一的動態是落花掉落在青苔上，這樣令人絕望的動作，昔日的笑襯得今

日的愁更深。又如〈鷓鴣天〉（學畫宮眉細細長）的「只知一笑能傾國，不信相看有斷

腸……早知今日長相憶，不及從初莫作雙」，「只知」對「不信」，「今日」對「從初」，

更是以昔日的天真爛漫反襯今日的滄桑惆悵，發出早知今日會如此苦於相思，不如當初

就莫作雙的癡語。 

（五）空間對比 

除了跟時間性相關的對比，歐陽脩也嘗試運用各種空間（包括景物、數量或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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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來增加詞情的深度，如： 
嘗愛西湖春色早。臘雪方銷，已見桃開小。頃刻光陰都過了。如今綠暗紅英少。 

且趁餘花謀一笑。況有笙歌，豔態相縈繞。老去風情應不到。憑君剩把芳尊倒。

（〈蝶戀花〉，頁 2009） 

這首詞是宴席勸酒之作，上片寫潁州西湖早春到晚春的景色變化，「頃刻」是誇飾，

但也是作者心中真實的感受，「綠暗」指的是綠葉茂盛，用來與「紅英少」相對比，寫

法和李清照名句「綠肥紅瘦」略似。下片承上片而來，但情調轉為歡樂，與其哀悼春老，

不如珍惜、把握「餘花」盡情歡笑，更何況還有曼妙的音樂與舞女可以助興，不要等到

年華老去，想作樂也沒興致了啊！這首詞真是充滿了歐陽脩獨特風格的意興飛揚的豪

情。又如： 
暖日遲遲花裊裊。人將紅粉爭花好。花不能言惟解笑。金壺倒。花開未老人年少。 

車馬九門來擾擾。行人莫羨長安道。丹禁漏聲衢鼓報。催昏曉。長安城裡人先老。

（〈漁家傲〉，頁 2013） 

本詞應是歐陽脩年老任職京官卻心懷滄州的作品，上片寫他未入京之前，擔任地方

官的逍遙山居生活，「人將紅粉爭花好」類似〈豐樂亭小飲〉「看花遊女不知醜，古粧野

態爭花紅」之意，而「花不能言惟解笑」的意涵、造句也極似〈題滁州醉翁亭〉「山花

徒能笑，不解與我言」。下片則寫京城生活表面上光鮮亮麗令人稱羨，作者卻要「行人

莫羨」，因為長安城裡的生活緊張，容易催人先老啊！兩相比較，讀者也應理解作者作

出的選擇──致仕歸隱。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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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片從行人角度寫離愁，漸行漸遠卻是漸無窮，迢迢不斷如春水，下片則從送行人

角度寫離愁，行人為送行人設想，勸他莫登樓遠眺，因為視線所極是春山，而行人卻更

在春山之外，是視線看不到的地方，因此遠眺只是徒增傷悲，不如莫登樓吧！作者不僅

以行人和送行人相對比，更以行人之遠與春山相對比，設想奇特，匠心獨具。 

（六）肯定與否定對比 

在空間對比之外，歐陽脩也會利用肯定與否定交錯的對比方式，將讀者感情撕成片

片。例如〈玉樓春〉： 
尊前擬把歸期說。未語春容先慘咽。人生自是有情癡，此恨不關風與月。 離歌

且莫翻新闋。一曲能教腸寸結。直須看盡洛城花，始共春風容易別。（〈玉樓春〉，

頁 2019） 

本首寫離情，首句先說「擬說歸期」，次句又出現「未語」，說與不說實在兩難。第

三句說有情，有情自然產生離恨，因此第四句說不關風月，表面上是否定上句，其實意

涵是加深來說。第五句說「莫唱離歌」，六句說因為一曲就能令人「腸寸結」，前句似否

定後句又救回成肯定之意。末句說「容易別」，其實並不容易，因為必須達到「看盡洛

城花」的條件才容易別。整首詞兩兩一組，一正一反，一吞一吐，將離情逐層推深。又

如〈定風波〉：「世間何計可留春。縱使青春留得住。虛語。無情花對有情人。」明知春

不可留，還癡心想留春，即使留住了春也是虛語，因為花是不解情的，也是利用一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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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的對比，為詞情推波助瀾。 
由以上諸多例證，我們可以發現歐陽脩確實經常在詞中以對比的方式來突顯主題，

他最擅長運用時間性的對比製造令人慨嘆的氣氛，也多方運用想像，製造奇特的對比現

象，促使形象鮮活、情感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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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詩詞修辭異同 

一、詩詞共通處 

（一）反復唱嘆，聲色兼備 

疊字、類疊、頂真是歐詩與歐詞在文字形式上一個很明顯的共通點，這種字、詞、

句一再反復的修辭習慣，有助於加強文意的層次、波瀾與密度，不斷喚起讀者熟悉感與

趣味；產生節奏一波三折、環疊不盡的美聲效果，不僅造就歐陽脩詩詞充滿節奏的音樂

性，更具體呈現了歐陽脩低迴感慨、往復唱嘆、委婉抒情的個人特色。 
而顏色字、數目字與疊字，更使其詩詞在視覺上充滿色彩感，在聽覺上充滿音樂感，

從而藉著全方位感官的刺激，增強作品感人的效果。同時，歐陽脩又擅長結合對比的手

法來使這些刺激得到增強效果，因此同一首作品中常見數字、顏色等的映襯，此即歐陽

脩詩詞鍊字方面最突出的風格。 

（二）與物有情，開創新格 

歐陽脩總是將自然界的萬物賦予人格化的想像，以為「初開盛發與零落，皆有意思

牽人懷」（〈歸鴈亭〉），這不只是逞才情的表現，其實真正想傳達的是詩人對自然的多情，

在自然中詩人身心獲得安頓，永遠不會孤獨。而且歐陽脩喜歡在詩詞中運用擬人法234，

不只能看出他「與物有情」的性格，他更開創詠物詩詞的新格賦予其人間的品格節操。

如〈鷺鷥〉235一詩作者努力鋪陳艱困異常的環境，去突顯出鷺鷥「意愈閑」的品格和「泰

山崩於前而目不瞬」的操守。又如詠菊的詩詞形容菊花是「煌煌正色秀可餐，藹藹清香

寒愈峭。高人避喧守幽獨，淑女靜容修窈窕」（〈希真堂東手種菊花十月始開〉）、「人間

晚秀非無意。仙格淡妝天與麗」（〈漁家傲〉）、「通體清香無俗調」（〈漁家傲〉）賦予秋菊

一種清高幽獨的仙格，也顯現作者不與俗同的高尚品味。正因為歐陽脩總是以深情的眼

光看待世間萬物，所以能將自己身世感慨、品格操守寄託、投影於鶴和菊的形象，從而

引領宋代詠物詩、詠物詞提升至精神境界。 
歐陽脩創作詩詞時運用擬人法的共同點就是絕少形容外貌，這和前此的詠物詩詞多

如實刻畫事物形貌大不相同，詩人集中描繪的是某種品格形象，這種「寫意」不寫形，

以及賦予該物道德意義或抽象特質的詠物寫法也正是宋代詠物詩詞的特色236。因此在這

些詩詞中呈顯的不只是該事物的精神特質，更會透露作者本身的主觀情志，因為詩人會

將自己的主觀情思投注於描寫的對象身上，所以不管作者是否有意託物抒情，我們往往

會在這些事物中找到歐陽脩的價值取向和美學品味。 

（三）對比顯義，增強力度 

                                                 
234 擬人法在歐詞中雖然經常出現，但因其他詞家也多用此法，故而未列入歐詞的修辭特色，不過若與

歐詩、歐文相參照，就可看出歐陽脩這位作家被稱為「與物有情」確實是其來有自。 
235 〈鷺鷥〉：「激石灘聲如戰鼓，翻天浪色似銀山。灘驚浪打風兼雨，獨立亭亭意愈閑。」 
236 龔鵬程〈知性的反省──宋詩的基本風貌〉，《意象的流變》（臺北：聯經出版社，1987 年 2 月），頁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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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對比突顯主題也是歐陽脩創作時慣用的手法，在創作古體詩和詞的時候，尤其常

見時間性的對比，他特別喜歡以過去的美好來對比今日的慘澹，從而生發感嘆，今悲昔

樂兩種相反的情境互為對照，形成鮮明的比較效果，表達出人生際遇的無常與深沉的慨

嘆，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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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

觀文王尚書惠西京牡丹〉）以昔日賞花沽酒的豪興，對照今日的心衰力懶，而造成昔勇

今怯的原因又豈止是年紀大了，歲月的歷練和磨難，詩人是不想多提了，卻留給讀者更

多的想像空間。其他如〈玉樓春〉（池塘水綠春微暖）的「當時共我賞花人，點檢如今

無一半」寫他對洛陽舊友一一謝世的惆悵悲嘆；〈臨江仙〉「記得金鑾同唱第，春風上國

繁華。如今薄宦老天涯」昔日是「春風上國繁華」何等得意，如今則不僅「薄宦」還「老、

天涯」，意緒何等蕭索，寫自己這麼多年來的變化，十分曲折。這些時間對比的寫法都

加深了詩心詞意的情思，其中蘊含了作者真實的人生遭際與感受，因此格外滄桑感人。 

用對比映襯的方法確實能加強詩詞的情感力度，即使像近體詩較少使用時間對比，

卻也經常運用主客、數字、顏色等其他映襯方式來增強情感渲染效果，如「浪得浮名銷

壯節，羞將白髮見青山」（〈再至西都〉）中的白髮與青山對比襯顯壯志銷的感嘆，如「灘

驚浪打風兼雨，獨立亭亭意愈閑」（〈鷺鷥〉）中的環境越惡劣越能襯顯出亭亭獨立的鷺

鷥的氣概。 

（四）善用虛字，疏密有致 

在詩歌創作中，對客觀事物及其形貌、聲色、動靜變化的描寫自然要靠實詞，然而

物象若高密度排列組合，固然能夠對外在客觀世界的視覺空間做橫向拓展，但卻無法對

內在情感世界做縱深的表現，因而降低詩歌的感發力，因此觀察詩歌不可忽略「虛字」。 
歐詩與歐文一樣多虛字已得到證明，我們雖未將虛字多列為歐詞特色來詳加討論，

但若與溫庭筠等花間詞派習慣堆疊實字製造緊密意象比起來，歐詞的文字風格是屬於疏

朗明暢的這點殆無疑義，而這種文字風格應來自於歐陽脩對虛字的選用。況且詞這種體

制為了調節意象的疏密及追求意境的空靈，原就較詩更重視虛字，如張炎所說： 
詞與詩不同，詞之句語有二字、三字、四字至六字、七、八字者，若堆垛實字，

讀且不通，況付之雪兒乎？……卻要用之得其所，若能盡用虛字，句語自活，必

不質實，觀者無掩卷之誚。237 

詞與詩的韻味截然不同的原因就來自於詞的意象疏密相間因而顯得清靈，因此歐詩

與歐詞另一共同點就是虛字多。歐詩多虛字造就其低迴感慨、容與閑易的風格，歐詞多

虛字更使其文則明白曉暢、其情則曲折委婉。 

（五）避用生僻，平淡意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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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

                                                 
237（宋） 張炎：《詞源》，《詞話叢編》（臺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年），頁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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句話說，歐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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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詩詞相異處 

（一）詩詞最愛顏色有差異 

歐陽脩喜歡在詩詞句中加上顏色字，歐陽脩詩集中所用的顏色字依使用頻率多到寡

排列，是白、青、綠、黃、紅。其中用白字次數最多，描寫對象則以「白髮」、「白首」、

「白頭」最多，而且，歐陽脩特別喜歡以「青」與「白」對舉，例如「昔日青衫遇知己，

今來白首再升堂」（〈紀德陳情上致政太傅杜相公〉二首之二）用「青衫」對「白首」來

傳達今非昔比之嘆。 

歐詞中最常用的顏色則是紅、綠、白、金、黃，尤以紅、綠二色並列相映襯最多，

如：「杏花紅處青山缺」、「綠柳朱輪走鈿車」、「如今綠暗紅英少」、「前後紅幢綠蓋隨」，

紅綠相映色彩極為鮮艷亮麗，顏色字出現頻率高，會造成豐富的視覺效果，增強畫面的

刺激力道。 

相較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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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多寫紅花綠葉、紅袖綠鬟；也因為詞在當時仍是酒席文學，

一則須貼近歌女的生活，至少是理解範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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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如詩適合獨處時細細咀嚼其中滋味，所以不僅須較口語白話，

感官刺激也必須較為強烈，因此選用較搶眼的豔麗色調。 

歐陽脩的顏色字運用，還可注意到詩句中顏色字多「虛化」現象，製造矛盾強烈的

修辭效果，如「莫嫌白髮擁朱輪」中的朱輪襯托白髮，或者象徵情志，例如「徐生純明

白玉璞」以白象徵品格潔淨高尚。而詞中顏色字虛化現象較少，反而多用轉品及常與閨

閣相關聯值得注意，如紅字借代花：「亂紅飄過秋塘外」、「小桃風撼香紅碎」，與佳人及

其相關物品有關：「紅粉佳人」、「紅袖莫來扶」、「紅牋著意寫」等。 

（二）用不用典，詩詞不同調 

歐詩推崇平淡、反對堆砌華麗字詞（包括典實）、追求個人化的語言風格、重視發

掘日常題材的思想性，因此很少刻意運用典故；而歐詞作為文人詞的代表，一面向民間

吸收活潑養分，一面又提升小詞的格調予以雅化，和民間詞家如柳永作出區隔，典雅與

通俗兼顧，因此頻用典故，但會加以消融化用，使其詞雖用典故卻只如白話，絲毫沒有

凝重感，也不會造成閱讀障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