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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詞的閱讀與書寫

一、前言

詞的起源，眾說紛紜，古人大都認為源於古樂府或唐絕句。然而，詞的起源

應從詩體的演進、樂制的變更和民間的影響三方面來討論。首先，詩體的演進方

面，王國維《人間詞話》：「四言敝而有《楚辭》，《楚辭》敝而有五言，五言

敝而有七言，七言敝而有律絕，律絕敝而有詞，蓋文體通行既久，染指漸多，自

成習套，豪傑之士亦難於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體以自解脫，一切文體始盛

而終衰者，皆由於此。」唐詩發展至極點，宋詞代之而起，可見詞的起源是詩體

演進的自然結果。再者，樂制的變更，詞大約產生於初、盛唐，與音樂的發展密

切相關。唐代胡樂與漢樂的結合，產生了新的曲調，為了配合音律的變化，字數

上必須增減，長短句的歌詞便應運而生。再其次，民間的影響，現存一百六十多

首敦煌曲子詞中，大多數是民間作品，比文人詞還早，這些詞大多是樂工和歌妓

們為配合演唱所作的。所以詞起源於民間，後來文人投入，才有文人詞的出現。

由上述可知，詞的起源，是詩體演進的自然結果，它起於民間，受樂曲影響，是

城市經濟發展下的產物。

王國維《人間詞話》：「詞之為體，要眇宜修，能言詩之所不能言，而不

能盡言詩之所能言；詩之境闊，詞之言長。」這幾句話很能說出詞的特質。「要

眇宜修」這四個字源於《楚辭．九歌》中〈湘君〉一篇，原文是「美要眇兮宜

修」，王逸注云：「要眇，好貌。」又云：「修，飾也」。可見所謂「要眇宜

修」者，指一種精微細緻富於女性修飾之美的特質。可以分別為形式、內容兩方

面來看，形式上，詞多為長短句，這種參差錯落不齊的音韻及節奏，便是詞的重

要特質；內容上，早期小詞專寫閨閣兒女之情，流露作者內心所潛蘊的一種「幽

隱深微」的本質，也是詞「要眇宜修」的特質。詩與詞相較，詩之寫作既有「言

志」的傳統，形式自由，可以言情、敘事、說理，其內容之廣闊，自非詞之所

有；但詞所傳達的一種「幽隱深微」的本質，是以引起讀者之感發與聯想之處，

卻也並非詩之所能有。所謂「言長」就正指其可以引起言外無窮之感發的一種詞

所特有的性質，因此，「詩之境闊，詞之言長」。在內涵上與作法上，詞有不

同於詩之處。在作法上，詞是長短句，音節諧美，富於音樂性，又因篇幅短，要

求言簡意豐，渾融蘊藉，故詞體宜於表達內心潛蘊的真情，而達到韻味悠遠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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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這是詩體所不易做到的，但在內涵上，詞有其局限性，有許多東西在詞中是

無法容納的，如杜甫的「三吏」、「三別」，白居易的〈長恨歌〉、〈琵琶行〉

等長篇敘事詩的內容，是詞體所無能為役的，所以王國維認為詞「能言詩之所不

能言，而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就是這個道理。

二、詞的發展

清．陳延焯《白雨齋詞話》：「詞興於唐，盛於宋，衰於元，亡於明，而再

振於清朝初，大暢厥旨於乾嘉以還也。」簡要說明了詞學發展狀況，詞學發展可

分四期。

（一）唐、五代詞

唐代的詞最初產生於民間，據唐人崔令欽《教坊記》，記錄當時流行的歌

曲，約 343 種。近來敦煌曲子詞的發現，有部分初、盛唐時期，流傳民間的詞，
內容豐富，風格質樸，語言清新，具有豐富的想像力和樂觀精神。中唐在初、盛

唐民間詞的影響下，一些詩人開始填詞，張志和〈漁歌子〉五首，寫漁釣閒散生

活與自然風光，其詞調來源當是漁民中流行的里巷小曲。劉禹錫與白居易更是詞

創作的大力推動者。中唐時期文人詞的特點是題材廣泛、風格明朗、語言清新，

並保存了民歌的特色，和敦煌曲子詞是很接近的，顯然是直接受民間詞的影響。

晚唐填詞的風氣盛行，詞調增加，詞作在藝術上也比較成熟，以溫庭筠為代表。

溫庭筠富有才華，精通樂律，政治上不得志，生活上趨於放蕩，經常出入酒樓妓

館，受民間新曲的影響，大力從事詞的創作，是第一個專力填詞的文人。他的詞

色彩濃艷，抒情委婉含蓄，善於把握女子細微的情感變化。詞到了他，形成了一

種正式的文體，在韻文史上離開了詩，得到了獨立的生命。五代時期，西蜀和南

唐由於偏於一隅，政局安定，經濟發展，加之帝王享樂的需要和提倡，詞自然發

展起來，形成了西蜀和南唐詞壇。西蜀詞壇以花間詞派為中心，內容多是歌舞宴

樂之事、男女歡愛之情，風格香艷柔軟，其中以韋莊、李珣成就最高。南唐詞壇

以中主李璟、後主李煜和宰相馮延巳成就最高。

（二）北宋詞

宋初的詞壇，基本上繼承五代十國的詞風並向高雅的途徑發展，代表作家

有晏殊、歐陽脩、晏幾道等人。內容多描述閒適的生活和感傷的情緒，形式以小

令為主，風格婉約，近似花間詞派。宋初晏、歐的詞，表現上層社會的生活與情

感，但內容狹窄，形式短小。到了張先、柳永，由上層社會的描寫，擴大到各階

層的反映，內容擴大，形式上也由小令轉為長調，運用鋪敘的手法，盡情渲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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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詞風的轉變上，張先是承先啟後的橋梁，柳永則是集大成，將慢詞推向成熟的

境地。

王灼《碧雞漫志》：「（蘇詞）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

振。」肯定蘇軾轉變詞風，開創豪放詞派的成熟。在內容上，無論抒情、說理、

寫景、懷古、談禪、送別等等，無一不可入詞，詞完全能夠表達傳統詩歌所容納

的豐富內容，打破詞為「艷科」的傳統觀念。形式上，使詞擺脫了音律的束縛，

變成一種特殊形式的抒情詩。在風格上，開創豪放派的詞風，對後世影響深遠。

北宋詞，經柳永的開拓，蘇軾的變革提升，至周邦彥而集大成。周邦彥的詞多詠

物之作，善長鋪敘，融化前人詩句入詞。他在音律和技巧方面有相當的貢獻，能

夠整理、創製新舊曲調，其法度和型式都成為後人的規範，開創形式主義詞風，

影響南宋中晚期格律派詞人如姜夔、史達祖、吳文英、周密、張炎等人，至清初

常州詞派張惠言、周濟仍深受其影響。詞的發展。由唐五代至北宋，演變的趨

勢，由民間創作到文人創作，從酒樓妓館到書房案頭，可以說是「詞的詩化」，

由娛賓遣興的伶工之詞，轉變為言志抒情的士大夫之詞，詞的發展可以說是由附

庸之邦蔚為大國矣。

（三）南宋詞

詞至南宋達到極盛，不論從內容、形式或風格方面來看。南宋詞壇都呈現

出與北宋不同的面貌，故清．朱彞尊《詞綜．發凡》：「世人言詞，必稱北宋，

然詞至南宋，始極其工，至宋季而始極其變。」宋欽宗靖康元年，金兵南下，北

宋滅亡，史稱「靖康之亂」，在詞人之中，以李清照為代表，她親身經歷了這場

社會動亂，生活環境和思想情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詞作的內容和情調也因之而

變，由純真浪漫變而為蒼涼悲慨，表現「亂世之音」，極富時代意義。南渡前

期，愛國主義思想空前高漲，詞學上以愛國詞人辛棄疾為代表，他以慷慨激昂的

愛國熱情，代替了婉約柔靡的情調。他的詞是英雄之詞，不重視音樂性，形式自

由，內容廣泛，風格多樣而以豪放見長，他是蘇詞的繼承者、發展者，南宋詞人

的代表。宋金媾和以後，南宋經歷了一段偏安的局面，朝廷上下，又開始酣歌醉

舞，詞學上以格律派詞人姜夔、史達祖、吳文英為代表，他們繼承和發展了周邦

彥形式主義的路線，審音創調、琢鍊字句、用典詠物，表現了「治世之音」的特

色，優點是技巧高，語言美，缺點是內容狹窄，空虛貧弱。宋末詞作多含興亡之

感，故國之思，表現了「亡國之音」遺民詞的特色，以周密、張炎、王沂孫為代

表，宗姜夔、吳文英；至於蔣捷、劉辰翁、文天祥等，承蘇、辛餘緒，以豪放

激昂之筆，抒寫家國之痛，表現淒苦之音，同周密、張炎等人詞風不同。張炎著

《詞源》主張「協音合律」、「雅正」、「清空」，對清初浙西詞派影響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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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詞

詞興於唐，盛於宋，元明轉為衰弱，清代詞壇作家輩出，前人稱之為「詞學

中興」。清初有三大家，首先，陽羨派（豪放派）以陳維崧（其年）為代表，有

《迦陵詞》一千八百多首，主張效法蘇、辛，作豪放語。能於數十字之小令中，

高歌豪語，寄其雄渾、滄涼之情。然其才學不足，成就不大。其次，浙西派（格

律派）以朱彞尊（竹垞）及厲鶚（樊謝）為代表。朱彞尊編有《詞綜》，標榜南

宋，尊姜白石、張炎，主張填詞須做到「醇雅、清空」，偏重詞的格律、技巧。

然其內容貧乏，意旨枯寂，形成餖飣柔弱之習氣。厲鶚承朱彞尊，以懷古詠物之

作為多，琢字鍊句，尤為工巧，以「幽香冷艷」為勝。然寄興不高，流弊所及，

瑣屑堆砌。又其次，納蘭性德（容若）尊南唐李煜（後主），直抒胸臆，情致深

婉，語言清新自然，以小令為主。王國維《人間詞話》：「納蘭容若以自然之眼

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漢人風氣，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

來，一人而已。」

清中葉乾隆年間，浙西派盛極一時，然一味擬古，堆砌詞藻，內容空虛，

少有佳作。嘉慶初年，常州詞派繼起，反對浙西派堆砌餖飣之習，以張惠言（皋

文）、周濟（介存）為代表。張惠言作《詞選》，論詞主取〈風〉、〈騷〉，以

比興為重，要有寄託、言外之意，推尊北宋周邦彥，以「深美閎約」、「外興寄

託」為旨，王國維《人間詞話》：「固哉，皋文之為詞也，飛卿〈菩薩蠻〉、

永叔〈蝶戀花〉、子瞻〈卜算子〉，皆興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羅

織。」指出其牽強附會之弊。周濟著《介存齋論詞雜著》、《宋四家詞選》，推

尊周邦彥、辛棄疾、吳文英、王沂孫，主張以寄託為主，「非寄託不入，專寄託

不出。」但卻造成內容空虛，詞旨隱晦。

清末詞壇，仍為浙西、常州二派所牢籠，而能在浙西、常州二派之外顯出自

己特色的是項鴻祚和蔣春霖。項鴻祚，又名廷紀，字蓮生，有《憶雲詞》傳世。

他一生坎坷，性情陰鬱，發之於詞，多感傷情調，然內容狹窄，創造力不足。蔣

春霖，字鹿潭，有《水雲樓詞》傳世，他家境貧寒，一生落拓，關心民生疾苦，

是一位偉大的寫實詞家，能吸收浙西、常州二派之所長，而擺脫二派的某些弊

端，清末詞中以蔣春霖成就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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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作選讀

一、虞美人／李煜

（一）文本

春花秋月何時了 1？往事知多少。 小樓昨夜又東風 2，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欄玉砌應猶在 3，只是朱顏改。 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二）作品賞析

相傳李後主於四十二歲生日（七月七日）夜晚，在寓所命歌女作樂，唱這首

〈虞美人〉詞，聲聞於外，宋太宗恨他有「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之詞，命人在

宴會上下牽機藥將他毒死。所以〈虞美人〉是李後主的代表作，也是李後主的絕

命詞。全詞以問起，以答結，由問天、問人而自問，通過悽楚激越的音調，曲折

迴旋而自然的藝術結構，使作者綿綿無盡的愁思，貫穿始終，形成蕩氣迴腸的美

感。「春花秋月」本美好事物，作者卻企盼它早日「了」卻；小樓「東風」帶來

春天的喜訊，卻反而引起作者「不堪回首」的嗟歎，因為它們都勾起了作者「物

是人非」的惆悵，映襯出他囚居異邦的無奈。末句「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是

以水喻愁的名句，含蓄地顯示出愁思的長流不斷，無窮無盡，短短九個字，五仄

四平，交替更迭，以兩個平聲字作結，讀來猶覺波濤起伏，連綿不絕，可謂聲情

並茂，構成和諧的藝術整體。

（三）問題與討論

1. 讀完李後主〈虞美人〉這闋詞，讓你對人生有何新的體會呢？你會羨
慕那些能夠生長在富貴家庭的小孩嗎？

2. 回首從前，有沒有讓你感到懊惱或悔恨的事呢？請說說當時的心情，
以及你現在會如何調整你自己呢？

3. 當你失意、失落時，第一個會想到的是誰呢？你有想過為什麼會是他
（她）嗎？

1 了：了結、結束。

2 東風：春風。

3 雕欄玉砌應猶在：雕欄，雕花的欄杆。砌，台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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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念奴嬌 ( 赤壁懷古）／蘇軾

（一）文本

大江1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2。故壘3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

壁4。亂石崩雲、驚濤裂岸5，卷起千堆雪6。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遙想公瑾當年，小喬7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8，談笑間、檣櫓灰飛煙

滅9。故國神游，多情應笑我10，早生華髮11。人生如夢，一樽還酹12江月。

（二）作品賞析

這首被譽為「千古絕唱」的詞作，是宋詞中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作品，

也是豪放詞最傑出的代表作。詞寫於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七月，當時蘇軾因
「烏臺詩案」貶謫黃州，遊黃州城外的赤壁磯時所作。上闋詠赤壁，下闋懷周

瑜，最後以自身感慨作結。開場從滾滾東流的長江著筆，接著千古英雄人物出

場，佈置了一個廣闊而悠久的空間、時間背景。接著，蘇軾借「人道是」疑似之

言，借懷古以抒感，以下「亂石」三句，陡峭的山崖散亂地直入雲霄，洶湧駭浪

猛烈地冲擊著江岸，滔滔的江流激起澎湃的浪花，引領讀者進入一個驚心動魄的

場景，使人精神為之振奮。下闋由「遙想」領起，集中筆力塑造年輕有為的將領

周瑜，美人相伴，意氣風發，臨危不亂，指揮若定，瀟灑從容的姿態。反觀作者

蘇軾，老大無成，與年少有成的周瑜相比，不禁深自感慨。最後，自我解嘲，笑

自己自作多情，人生終究是一場大夢，何必暗自悲傷呢？還是放眼大江，舉杯賞

1 大江：長江。

2 風流人物：傑出的英雄人物。

3 故壘：舊時營壘。

4 周郎赤壁：周郎即周瑜，字公瑾。周瑜破曹操的赤壁在湖北浦圻縣（即今赤壁市），蘇軾所遊
為黃州赤壁，一名赤鼻磯。

5 亂石崩雲、驚濤裂岸：亂石崩雲指亂山聳立，直插雲端。驚濤裂岸指驚濤駭浪，沖裂江岸。

6 雪：比喻浪花。

7 小喬：小喬為喬玄次女，嫁周瑜。

8 羽扇綸巾：手拿羽毛扇子，頭戴青絲頭巾，形容態度從容。

9 檣櫓灰飛煙滅：指曹軍的船艦，被周瑜部將縱火燒毀。

10 多情應笑我：「應笑我多情」的倒裝。

11 華髮：花白的頭髮。

12 酹：以酒灑地，以示祭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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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吧！

（三）問題與討論

1. 三國時代有許多叱吒風雲的文武將相，也有許多忠孝節義的傳奇人物，
請問你最欣賞哪一位呢？並且試著用文字寫下你賞識他的原因。

2. 每個人心情上都會有低潮的時候，當你心情沉悶時，會作何排遣，讓
心情恢復平靜呢？請同學說說當你周遭的同學或朋友遭遇挫折時，你

又如何陪伴他、鼓勵他度過難關呢？

3. 現代流行歌曲當中，有哪些歌詞書寫運用了古典詞作呢？請試著尋找
看看，並舉例說明。

第二部分　曲的閱讀與書寫

一、前言

曲之產生始於元朝，而其源則與宋詞有相當之關係，其間亦有政治社會、

音樂等因素之影響。文藝蛻變，有其可循之跡，王國維《人間詞話》說：「文體

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豪傑之士，亦難於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

體，以自解脫。」此為一文體發展之必然過程。《宋元戲曲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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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所謂一

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詞之發展至宋末，已由士人手中走向僵化之

路。所謂物極必反，作家開始創作小令，並加以改進，增加白話部分，於是曲便

應運而生。其次，詞的興起有其政治社會背景，

元朝為外來之政權，其民族之風格尚武輕文。當其入主中原之後，採民族歧

視之政策，將統治地區分為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及南人等四種階層。其對漢人

文士更是加以排抑，宋代鄭思肖《大義略序》說：「……八娼，九儒，十丐，各

有統轄。」文士之地位低落至此。另外，元朝進而廢科舉，更造成漢人文士無上

進之路可行，更是陸沉下僚。「蓋自唐、宋以來，士之競於科目者，已非一朝一

夕之事，一旦廢之，彼其才力無所用，而一於詞曲發之。」（王國維《宋元戲曲

考》）。故此等不能於科場得意之文人，便就此等新興之文體而效力之。如此，

一者可發胸中之憤懣；二者可遠罪避禍。故曲之盛行，此亦為一重要之因素。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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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產生亦與音樂有直接之關聯。明王世貞《曲藻》說：「《三百篇》亡而後有騷

賦，騷賦難入樂而後有古樂府，古樂府不入俗而以唐絕句為樂府，絕句少宛轉而

後有詞，詞不快北耳而後有北曲，北曲不諧南而有南曲。」此即說明詩、賦、

古樂府、唐絕句、詞、曲等文體之演變，音樂性之因素，佔有極大之重要性。元

人入主中國，自有其本身之樂器形式及樂曲南傳，此時樂工及文士便紛紛起而學

習之。然元樂之不同於中原之因，故南人便修改中原之樂以就元樂，於是詞便逐

漸失去其本來之面目，而曲之新樂更於此產生。明騷隱居士《衡曲塵談》：「自

金、元入中國，所用胡樂，嘈雜緩急之間，詞不能按，乃更為新聲以媚之。」故

曲之產生乃音樂上之大勢所趨。

由上述可知，曲之產生與詞有直接之傳承演變關係，故此二者分別，常為

界線不明。就內容風格、音韻、語言及襯字等方面來加以深討其同異。近人任訥

《散曲概論》說：「夫我國一切韻文之內容，其駁雜廣大，殆無逾於曲者，劇曲

不論，只就散曲以觀，上而時會盛衰，政事興廢，下而曲瑣故，幃闥祕情，其間

形形式式，或議或敘，舉無不可於此體中發之者。」曲之內容，包含之廣，上自

世局之變動，朝政之興廢，下至巷議街談，家居之祕聞，皆可於此體中盡情發

揮，故任訥將詞與曲內容之不同，分成下列四點：

（1）詞僅可能抒情寫景，而不可以記事；曲則記敘、抒寫皆可，作用極

廣也。

（2）詞僅宜於悲，而不宜喜；曲則悲、喜兼至，情致極放也。

（3）詞僅可以雅，而不可以俗，僅可以純，而不可以雜；曲則雅、俗俱工，

無所不容，意志極闊也。

（4）詞僅宜於莊，而不宜於諧；曲則莊、諧雜出，態度極活也。

其次，就體制言，詞之押韻，通常為一首一韻，換別一首時可換韻。韻分

平上去入四聲，通行者多分為平、仄二者。押平聲韻則全調過押平聲韻，若押仄

聲韻時，則全調通押仄聲韻。其中不必句句押韻，故用韻疏。如李後主〈憶江

南〉：「多少恨，昨夜夢魂中，還似舊時遊上苑，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

風。」此首「中」、「龍」、「風」押韻，為平聲韻，一首一韻。五句中只三句

押韻。而曲之押韻，通常一套曲為一韻到底，中不可換韻。韻腳則平聲分陰陽，

而仄聲則分上、去、入。南曲分平、上、去、入四聲；北曲有入聲派入平、上、

去三聲者，押韻時則平、上、去三聲通押，然其平上去三聲之位置有一定，不

可互換。其中一句一韻，故用韻密。如馬致遠〈天淨沙〉：「枯藤、老樹、昏

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此首

「鴉」、「家」、「馬」、「下」、「涯」押韻，為平、上、去三聲通押。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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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一韻。曲韻之標準，北曲方面，以元周德清《中原音韻》為主，南曲方面，

明人多據明官方頒定之《洪武正韻》為主。字數方面，詞、曲二者形式皆為長短

句式，每一詞牌或曲牌皆有固定之字數。然曲之作者若於需要上，可加襯字以資

變化。此襯字必加於句首，何句可用及襯字之字數，均無一定，通常小令、南曲

及雅正之曲，襯字少；而套曲、北曲及俚俗之曲，襯字多。疊數方面，詞有單

調、雙疊、三疊、四疊之分，而曲則為單調，雙調已屬少見。

二、曲的發展

元代為散曲發展極盛時代，作家輩出，根據任訥《散曲概論》統計，約有 
208 人。作品據近人隋樹森所編《全元散曲》輯錄，小令有 3885 首，散套 457 
套。散曲作家之分期，大致以元成宗大德四年（西元 1300 年）為界，分為前後
兩期。前期作品之風格，帶有北方直率剛勁之氣，語言質樸自然，作家多為北方

人。其中作家以關漢卿、白樸、馬致遠等為代表。後期作品之風格，因受南人文

學氣習之影響，漸漸遠離民間文學之精神，走向注重字辭琢煉、精工雅正之道

路。此時元曲特有之真摯秀傑之氣質，已逐漸消失。此中之作家以張養浩、貫雲

石、喬吉、張可久為代表。若依元曲之風格分類，有豪放與清麗二大派別，豪放

派為前期曲風之主流，以馬致遠為代表；清麗為後期曲風之主流，以張可久為代

表。元散曲的創作活動和雜劇一樣，以大德年間為界分為前後兩期。前期活動中

心在大都（今北京），後期活動中心在臨安（今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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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作選讀

一、［越調 1．天淨沙 2］秋思 3 ／馬致遠

（一）文本

枯藤4、老樹、昏鴉5。小橋、流水、人家。古道6、西風7、瘦馬8。夕陽西

下，斷腸人9在天涯。

（二）作品賞析

馬致遠年輕時熱衷功名，但在異族統治下，一直未能得志，時常過著漂泊無

定的生活，此篇正是他鬱悶寡歡，困窘潦倒的心情寫照。此首被譽為秋思之祖的

小令，雖然僅有二十八字，卻精確地描繪出一幅淒涼動人的秋郊夕照圖。意境幽

渺高遠，寧靜中見出作者之淡泊心境，語言白描自然，純是元人北方之本色，王

國維《人間詞話》：「寥寥數語，深得唐人絕句妙境，有元一代詞家皆不能辦此

也。」對其推崇備至。

（三）問題與討論

1. 讀完這首散曲，你能體會作者的心情嗎？請分享你生命中相同或類似
的遭遇或心境？ 

2. 你有離家遠遊的經驗嗎？請說說離開家鄉，出門在外的心情。
3. 日出往往給人無窮希望的印象，而夕陽總是予人無限的悵惘，卻也引
人遐想，請回憶你觀看夕陽的經驗，說說當時候的心情。

1 越調：元曲宮調之一。

2 天淨沙：曲牌的名字，相當於宋詞中的詞牌。

3 秋思：曲的題目。

4 枯藤：枯萎的藤蔓。

5 昏鴉：黃昏時候的烏鴉。

6 古道：古老荒涼的道路。

7 西風：寒冷蕭瑟的秋風。

8 瘦馬：瘦骨如柴的馬。

9 斷腸人：形容傷心悲痛到極點的人，此處指漂泊天涯，極度憂傷的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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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呂．賣花聲］懷古／張可久

（一）文本

美人自刎烏江岸1，戰火曾燒赤壁山2，將軍空老玉門關3。傷心秦漢4，生靈

塗炭5，讀書人一聲長嘆。

（二）作品賞析

張可久的小令代表元代後期散曲之最高成就。就題材言，抒情、即景、送

別、贈答、懷古、詠物、說理、談禪等等，無所不包。散曲至此，已完全取詩詞

之正統地位而代之。公認為婉麗派領袖，與前期以豪放著稱之馬致遠各為一派之

主。張可久散曲之風格以典雅婉麗為主，其散曲有近於詩詞之精工富麗者，漸無

元曲之本色。然其懷古之作，能真實地表現出文人不遇之心境。此篇藉古傷今，

以項羽自刎烏江、赤壁之戰、班超出使西域等史事，感嘆生民之苦，帶出文人無

奈之慨嘆。

（三）問題與討論

1. 古今中外歷史上有沒有哪位人物是讓你欽佩或值得學習的呢？請說說
令你欽佩的理由？

2. 請試著分析歷史上某位人物，其成功或失敗的因素或條件為何？有沒
有帶給你一些啟示呢？

3. 古代文人閱覽史事，常常只能發出無奈的嘆息，身為現代知識分子，
對家庭、社會、國家，應該有一種使命擔當，請分享你希望自己未來

能夠在哪一方面能夠有一番作為呢？

1 美人自刎烏江岸：西元前 202 年，項羽在垓下被漢軍圍困，夜裡，在帳中悲歌痛飲，與美人虞
姬訣別，然後乘夜突出重圍，在烏江邊自刎而死。此處說美人自刎烏江岸，是這個典故的活用。

2 戰火曾燒赤壁山：西元 208 年，吳蜀聯軍，在赤壁之戰中擊敗曹操大軍。

3 將軍空老玉門關：東漢名將班超出使西域，前後達三十一年，後年老思歸，上疏稱：「臣不敢
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

4 秦漢：泛指歷朝歷代。

5 塗炭：比喻受災受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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